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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出席人數與奉獻記錄
本堂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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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崇拜

齊來歌頌！
講員：賴永敬弟兄

2023-3-19 上午11:00 

粵語崇拜

神的時間
講員：鄭浩賢牧師忎

2023-3-19 上午9:15 

梨城崇拜

團契  

華語

111
梨城主日學

華語

18
英語

10
青少年

12
兒童

4
本堂主日學

英語

56
粵語

55
華語

76

總計

667

粵 語 崇 拜 華 語 崇 拜
 本主日 下主日 本主日 下主日

講 員 鄭浩賢牧師 方林浩長老 賴永敬弟兄 王天健牧師

翻 譯 -- -- -- --

主 席 關自達 林懷之 -- --

領 詩 陳仲強 陳祖怡 賴永敬 蔡林碧蓉

音樂同工 鄺詩慧 李念恩 蔡林碧蓉 蔡鈞穎

音 響 吳言尚 梁正邦 葛建黨 葛建黨

字 幕 羅智良 陳潔怡 沈紅 沈紅

招 待 劉玉珍/陸麗兒         劉玉珍/陸麗兒 何永生/陳曉雪 徐律/蕭紅

午餐服事 -- -- 家馨/職青 青少年

奉獻 上週奉獻 至該日奉獻 今年至該日
（赤字）/ 結餘

去年同期
（赤字）/ 結餘

本會經常 $42,843.01 $282,074.59 ($58,517.88) ($42,134.45)

梨城經常 $7,741.00 $38,129.00 - -

本會建堂 $365.00 $32,862.23 - -

本會建堂認獻 $37,104.46 $103,539.66 - -

梨城建堂 $800.00 $8,018.57 - -

Ethnos植堂 $500.00 $10,100.72 - -

粵語 兒童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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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

63 165 85
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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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

6
華語

33
英語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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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Houston+Chinese+Church/@29.6729447,-95.4322389,17z/data=!3m1!4b1!4m5!3m4!1s0x8640ea83da2bebff:0xd0bb26f45c75fbec!8m2!3d29.6729447!4d-95.4300502
https://ch.hcchome.org/


週三中文聯合禱告會
來臨週三(3/22)晚上7:30我們將會透過網路(Zoom)進行教會中文聯合禱告會，請使用以下鏈
接：hcc.lv/JointPrayer 讓我們藉著禱告互相守望、代禱。
工作機會
教會現招聘全職/半職中文行政助理。有意者請將履歷和求職信寄至williams@hcchome.org。更多
詳情以及其他招聘職位詳情請參看網站 hcc.lv/opportunities。
教牧與辦公室同工行蹤
鄭忠禎牧師於3/16-5/31安息年假。
廚房事工
感謝神的保守和帶领，也感謝兄弟姐妹們的共同參與、服事，我們的廚房事工在重啟以後已經運
行了整整一年。由於人員的變動，廚房事工需要補充一些管理人手。如果你有這樣的感動，請加
入我們的團隊，以幫助提高這個事工。有意者請聯絡夏佃仁執事dianrenxia@gmail.com。
幼兒部徵同工
教會最近幼兒人數大量增加，歡迎加入我們的同工團隊。耶穌期望我們迎接小孩，如果你愛耶
穌並喜歡小朋友們，那麼請考慮報名加入成為我們的義工。請聯繫jocelynh@hcchome.org 了
解更多信息。 

活 動

家 事

衷心致謝
我們向在粵語堂證道的鄭浩賢牧師致謝，求神賜他身體健康，繼續忠心服事主。

擴堂計劃問答會（限會友參加）
參與擴堂購地計劃的各部門委員會邀請您參加問答會，本主日下午一點在大禮堂舉行。 因與賣
方簽署的保密協議，這個會議限本教會現行會友參加。
社區專題講座
原訂本週日下午的講座「遺囑和信託」改至下週日（3/26)下午一點半在115教室，好讓會友們
可以參加擴堂問答會。講座簡介請參看以下鏈接 hcc.lv/CCS2023。
受難節崇拜：黑暗與十架七言
來臨受難節4/7（週五）晚上6:00，我們將透過主耶穌在十字架上所說的最後七句話，預備迎
接主耶穌的復活。歡迎弟兄姐妹參加，也鼓勵父母帶著孩子一同來參加。將提供3歲以下幼兒
看顧。
復活主日晨曦禮拜 / 中文聯合復活節主日崇拜
歡迎參加於4/9早晨7:00在Hermann Park（Miller outdoor theater外草坪）舉行的戶外復活
節晨曦禮拜，讓我們一起來敬拜主。歡迎帶早餐和野餐墊。
晨曦禮拜之後請回到HCC參加早上11:00的中文聯合復活節主日崇拜。
基督教音樂會
TheGrayHavens樂團將在3/23週四來到曉士頓中國教會！錫安大篷車巡迴音樂會(The 
Zion Caravan Tour)是一個充滿故事和歌曲的夜晚，其中包括The Gray Havens、Antoine 
Bradford、LOVKN和John Mark Pantana的音樂。欲出席者需要前往TicketSwag購買門票並
在3/19今晚之前使用特殊折扣代碼(HCC10)以享受普通門票價格$10的優惠。此代碼僅適用於
參加HCC的會眾，因此請將其傳遞給小組中的其他人等，但不要在社交媒體上分享。
齊來歌頌！傳統聖詩之夜（華語）
哈利路亞！集體向神歌唱是神對祂子民的教導和命令。在教會歷史進程中，有許多聖詩經歷了
時間的沖刷和考驗仍歷久常新。為何教會今天仍然使用這些傳統聖詩？教會可以如何鑑賞傳統
聖詩？教會應當如何頌唱傳統聖詩？傳統聖詩有什麼典故？誠意邀請弟兄姊妹在3/24週五晚上
7:30至9點一同來頌唱傳統聖詩，也一起學習四部合唱三一頌。哈利路亞！ 
Shearn 小學美化校園義工
Shearn小學徵求義務志工參與美化校園日 “We Love Shearn Day.” 時間:3/25週六早上8點至
中午12點。義務志工將幫忙協助校園美化工程︰包括更新枯乾的花草景緻，礫土鋪石，及清除
雜草等項目。請在網上報名tinyurl.com/HCCShearnDay。如有問題請洽︰jamisonjchang@
gmail.com
公共神學講座（英語）
本教會將舉辦一系列 講座『 C.S. 路易斯的著作』。 第一次講座 『 納尼亞傳奇 』 於3/26（主
日）下午1:30 在大堂進行。具體時間和簡介請參考以下鏈接： hcc.lv/PTLs。
全教會春遊
將於4/29（週六）上午10:00至下午6:00，在 Kitty Hollow Park 舉辦全教會春遊活動，下主日
（3/26）在大廳開始出售門票，成人票5元小孩票3元，如有疑問請與Annie Shen聯系
sashen120@gmail.com。
兒童暑期聖經班
本教會將於6/19-23舉行「科學」暑期聖經班 (FAITH Lab Science VBS) 和兒童夏令營，現已開
始注冊，網上報名hcc.lv/2023VBS。聖經班（上午）費用為$25，聖經班和夏令營（下午）費用
為$160。從5/15之後逾期注冊多加$20。如有疑問請聯系frankt@hcchome.org。

請將所有要刊登週刊的資料於禮拜三中午之前電郵至：chineseadmin@hcchome.org，謝謝。

序樂序樂

宣召宣召：：詩篇 47:6-7詩篇 47:6-7

主的慈愛 / 主，我願單屬祢主的慈愛 / 主，我願單屬祢－迦勒詩班－迦勒詩班

歌頌父神偉大權能 歌頌父神偉大權能 

一切歌頌讚美一切歌頌讚美 /  / 奇妙十架奇妙十架

牧禱牧禱

讀經：歌羅西書 3:16讀經：歌羅西書 3:16

講道：齊來歌頌！講道：齊來歌頌！－－賴永敬弟兄賴永敬弟兄  

你真偉大 / 我的神、我的父、我的磐石你真偉大 / 我的神、我的父、我的磐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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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 歡迎 / / 報告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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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們頌阿們頌

殿樂殿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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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召宣召：：羅馬書 11:33-36羅馬書 11:33-36

全地至高是我主 / 我心頌讚全地至高是我主 / 我心頌讚

 讓祢大能改變我 / 神！祢在掌管 讓祢大能改變我 / 神！祢在掌管

牧禱牧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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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三中文聯合禱告會
來臨週三(3/22)晚上7:30我們將會透過網路(Zoom)進行教會中文聯合禱告會，請使用以下鏈
接：hcc.lv/JointPrayer 讓我們藉著禱告互相守望、代禱。
工作機會
教會現招聘全職/半職中文行政助理。有意者請將履歷和求職信寄至williams@hcchome.org。更多
詳情以及其他招聘職位詳情請參看網站 hcc.lv/opportunities。
教牧與辦公室同工行蹤
鄭忠禎牧師於3/16-5/31安息年假。
廚房事工
感謝神的保守和帶领，也感謝兄弟姐妹們的共同參與、服事，我們的廚房事工在重啟以後已經運
行了整整一年。由於人員的變動，廚房事工需要補充一些管理人手。如果你有這樣的感動，請加
入我們的團隊，以幫助提高這個事工。有意者請聯絡夏佃仁執事dianrenxia@gmail.com。
幼兒部徵同工
教會最近幼兒人數大量增加，歡迎加入我們的同工團隊。耶穌期望我們迎接小孩，如果你愛耶
穌並喜歡小朋友們，那麼請考慮報名加入成為我們的義工。請聯繫jocelynh@hcchome.org 了
解更多信息。 

活 動

家 事

衷心致謝
我們向在粵語堂證道的鄭浩賢牧師致謝，求神賜他身體健康，繼續忠心服事主。

擴堂計劃問答會（限會友參加）
參與擴堂購地計劃的各部門委員會邀請您參加問答會，本主日下午一點在大禮堂舉行。 因與賣
方簽署的保密協議，這個會議限本教會現行會友參加。
社區專題講座
原訂本週日下午的講座「遺囑和信託」改至下週日（3/26)下午一點半在115教室，好讓會友們
可以參加擴堂問答會。講座簡介請參看以下鏈接 hcc.lv/CCS2023。
受難節崇拜：黑暗與十架七言
來臨受難節4/7（週五）晚上6:00，我們將透過主耶穌在十字架上所說的最後七句話，預備迎
接主耶穌的復活。歡迎弟兄姐妹參加，也鼓勵父母帶著孩子一同來參加。將提供3歲以下幼兒
看顧。
復活主日晨曦禮拜 / 中文聯合復活節主日崇拜
歡迎參加於4/9早晨7:00在Hermann Park（Miller outdoor theater外草坪）舉行的戶外復活
節晨曦禮拜，讓我們一起來敬拜主。歡迎帶早餐和野餐墊。
晨曦禮拜之後請回到HCC參加早上11:00的中文聯合復活節主日崇拜。
基督教音樂會
TheGrayHavens樂團將在3/23週四來到曉士頓中國教會！錫安大篷車巡迴音樂會(The 
Zion Caravan Tour)是一個充滿故事和歌曲的夜晚，其中包括The Gray Havens、Antoine 
Bradford、LOVKN和John Mark Pantana的音樂。欲出席者需要前往TicketSwag購買門票並
在3/19今晚之前使用特殊折扣代碼(HCC10)以享受普通門票價格$10的優惠。此代碼僅適用於
參加HCC的會眾，因此請將其傳遞給小組中的其他人等，但不要在社交媒體上分享。
齊來歌頌！傳統聖詩之夜（華語）
哈利路亞！集體向神歌唱是神對祂子民的教導和命令。在教會歷史進程中，有許多聖詩經歷了
時間的沖刷和考驗仍歷久常新。為何教會今天仍然使用這些傳統聖詩？教會可以如何鑑賞傳統
聖詩？教會應當如何頌唱傳統聖詩？傳統聖詩有什麼典故？誠意邀請弟兄姊妹在3/24週五晚上
7:30至9點一同來頌唱傳統聖詩，也一起學習四部合唱三一頌。哈利路亞！ 
Shearn 小學美化校園義工
Shearn小學徵求義務志工參與美化校園日 “We Love Shearn Day.” 時間:3/25週六早上8點至
中午12點。義務志工將幫忙協助校園美化工程︰包括更新枯乾的花草景緻，礫土鋪石，及清除
雜草等項目。請在網上報名tinyurl.com/HCCShearnDay。如有問題請洽︰jamisonjchang@
gmail.com
公共神學講座（英語）
本教會將舉辦一系列 講座『 C.S. 路易斯的著作』。 第一次講座 『 納尼亞傳奇 』 於3/26（主
日）下午1:30 在大堂進行。具體時間和簡介請參考以下鏈接： hcc.lv/PTLs。
全教會春遊
將於4/29（週六）上午10:00至下午6:00，在 Kitty Hollow Park 舉辦全教會春遊活動，下主日
（3/26）在大廳開始出售門票，成人票5元小孩票3元，如有疑問請與Annie Shen聯系
sashen120@gmail.com。
兒童暑期聖經班
本教會將於6/19-23舉行「科學」暑期聖經班 (FAITH Lab Science VBS) 和兒童夏令營，現已開
始注冊，網上報名hcc.lv/2023VBS。聖經班（上午）費用為$25，聖經班和夏令營（下午）費用
為$160。從5/15之後逾期注冊多加$20。如有疑問請聯系frankt@hcchome.org。

請將所有要刊登週刊的資料於禮拜三中午之前電郵至：chineseadmin@hcchome.org，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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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地至高是我主 / 我心頌讚全地至高是我主 / 我心頌讚

 讓祢大能改變我 / 神！祢在掌管 讓祢大能改變我 / 神！祢在掌管

牧禱牧禱

讀經：約翰福音 7:1-13讀經：約翰福音 7:1-13

講道：神的時間講道：神的時間－－鄭浩賢牧師鄭浩賢牧師

神的路最美善神的路最美善

奉獻奉獻

歡迎 / 歡迎 / 報告報告

三一頌 / 祝福三一頌 / 祝福

阿們頌阿們頌

 殿樂 殿樂

早堂粵語崇拜早堂粵語崇拜

上午9:15 – 10:30上午9:15 – 10:30

網上奉獻 主日週報和夾頁

午堂華語午堂華語崇崇拜拜
上午11:00 – 12:15上午11:00 – 12:15

http://hcc.lv/JointPrayer
mailto:williams%40hcchome.org?subject=
http://hcc.lv/opportunities
mailto:dianrenxia%40gmail.com?subject=
mailto:jocelynh%40hcchome.org?subject=
http://hcc.lv/CCS2023
https://www.thegrayhavensmusic.com/
https://ticketswag.com/products/march-23rd-houston-tx-zion-caravan-tour
https://tinyurl.com/HCCShearnDay
mailto:jamisonjchang%40gmail.com?subject=
mailto:jamisonjchang%40gmail.com?subject=
http://hcc.lv/PTLs
mailto:sashen120%40gmail.com?subject=
http://hcc.lv/2023VBS
mailto:frankt%40hcchome.org?subject=
mailto:chineseadmin%40hcchome.org?subject=
https://ch.hcchome.org/node/583
https://ch.hcchome.org/%E8%B3%87%E6%BA%90/%E4%B8%AD%E6%96%87%E4%B8%BB%E6%97%A5%E5%B4%87%E6%8B%9C%E9%80%B1%E5%A0%B1
https://ch.hcchome.org/%E8%B3%87%E6%BA%90/%E4%B8%AD%E6%96%87%E4%B8%BB%E6%97%A5%E5%B4%87%E6%8B%9C%E9%80%B1%E5%A0%B1


成人主日學    成人主日學    3/5/2025 - 5/28/20233/5/2025 - 5/28/2023

     華語課程上午 9:15 – 10:30               粵語課程上午 11:00      華語課程上午 9:15 – 10:30               粵語課程上午 11:00 –– 12:15 12:15

認識神（3）      219室

新生活               217室

舊約縱覽（4）      112室

出埃及記   114室

約伯記   220室

教會歷史   113室

為孩子立界線   115室

使徒行傳（2）      112室

出埃及記（2） 114室

提摩太前、後書研讀 217B室

上週出席人數與奉獻記錄
本堂崇拜   

 FACEBOOK.COM/HOUSTONCHINESECHURCH
 FOLLOW US @ HCCHOME 

@HOUSTON.CHINESE.CHURCH

10305 SOUTH MAIN, HOUSTON, TX 77025 
TEL 713-663-7550  |  CH.HCCHOME.ORG

華語崇拜

齊來歌頌！
講員：賴永敬弟兄

2023-3-19 上午11:00 

粵語崇拜

神的時間
講員：鄭浩賢牧師忎

2023-3-19 上午9:15 

梨城崇拜

團契  

華語

111
梨城主日學

華語

18
英語

10
青少年

12
兒童

4
本堂主日學

英語

56
粵語

55
華語

76

總計

667

粵 語 崇 拜 華 語 崇 拜
 本主日 下主日 本主日 下主日

講 員 鄭浩賢牧師 方林浩長老 賴永敬弟兄 王天健牧師

翻 譯 -- -- -- --

主 席 關自達 林懷之 -- --

領 詩 陳仲強 陳祖怡 賴永敬 蔡林碧蓉

音樂同工 鄺詩慧 李念恩 蔡林碧蓉 蔡鈞穎

音 響 吳言尚 梁正邦 葛建黨 葛建黨

字 幕 羅智良 陳潔怡 沈紅 沈紅

招 待 劉玉珍/陸麗兒         劉玉珍/陸麗兒 何永生/陳曉雪 徐律/蕭紅

午餐服事 -- -- 家馨/職青 青少年

奉獻 上週奉獻 至該日奉獻 今年至該日
（赤字）/ 結餘

去年同期
（赤字）/ 結餘

本會經常 $42,843.01 $282,074.59 ($58,517.88) ($42,134.45)

梨城經常 $7,741.00 $38,129.00 - -

本會建堂 $365.00 $32,862.23 - -

本會建堂認獻 $37,104.46 $103,539.66 - -

梨城建堂 $800.00 $8,018.57 - -

Ethnos植堂 $500.00 $10,100.72 - -

粵語 兒童青少年

36
華語

63 165 85
英語

249
兒童

6
華語

33
英語

30

http://Facebook.com/houstonchinesechurch
https://twitter.com/HCCHome
https://www.instagram.com/houston.chinese.church/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Houston+Chinese+Church/@29.6729447,-95.4322389,17z/data=!3m1!4b1!4m5!3m4!1s0x8640ea83da2bebff:0xd0bb26f45c75fbec!8m2!3d29.6729447!4d-95.4300502
https://ch.hcchom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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