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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出席人數與奉獻記錄
    本堂崇拜               

本堂主日學

英語 粵語 華語

英語 粵語 華語   總計青少年 兒童

       梨城主日學

華語

  梨城崇拜

   310        70          185         57         92     

        90            51              74         

      823

成人主日學成人主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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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19室

新生命               217室

舊約縱覽（2）      112室

馬太福音精讀（1）   115室

舊約研讀：利未記 113室

以福音塑造的敬拜 214室

齊來為主作見證 114室

路得記              112室

「疫」來順「授」 114室

提摩太前書、後書 218B室 華語崇拜

【安穩主手裡】

講員：鄭浩賢牧師

2022-9-25 上午11:00 

   團契  

華語

 -- 

粵語崇拜

【忘記背後 竭力追求】

講員：潘毅良傳道

2022-9-25 上午9:15 

      華語 兒童  英語

      15        32

        19

62

  青少年

九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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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 $32,462.65 $1,505,048.04     $(268,066.90)   $(214,654.89)

本會建堂  $210.00 $70,207.98                                –                              –

梨城建堂 $184.00 $59,329.51 –                              –

粵 語 崇 拜 華 語 崇 拜

 本主日 下主日 本主日 下主日

講 員 潘毅良傳道   鄭浩賢牧師㐊  鄭浩賢牧師  王天健牧師师

翻 譯 -- -- --   --罗

主 席 鄧肇豪 何惠清 --       --

領 詩 李志成 陳仲強 黃志宏 賴永敬

音樂同工 許傑靈 李念恩 蔡鈞穎 蔡鈞聖

音 響 吳言尚 呂安滴 何永生     蔡宗霖

字 幕 陳潔怡 陳潔怡 謝嘉華、周建玲 謝嘉華

招 待
劉玉珍/陸麗兒   

劉玉珍/陸麗兒  

何蘊嫻    
-- --

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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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三中文聯合禱告會
來臨週三(9/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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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牧行蹤
鄭忠禎牧師今天(9/25)在梨城講道。
鄭忠禎牧師由9/26至10/2休假。何金川傳道10/2休假。張迦恩傳道9/27至10/6休假。
陳詩婷姐妹9/27至10/6休假。

工作機會
教會誠征以下職位：全職-青少年傳道(梨城)，半職-(HCC)IT人員，兒童事工行政助
理，兒童看顧人員。 詳情請參看網站 hcc.lv/HCCJobs 。

  活  動

  家  事

衷心致謝

我們向在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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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仰之旅系列講座

我們如何預備我們的孩子在當今社會神的標準被忽略的壓力下堅持聖潔的生活方式探

索實用的方法幫助他們澄清標準，並抓住異象去經歷神所期望的豐盛生命。誠邀您參

加10/15（週六）的講座，詳情將會陸續公佈。

國際研讀聖經 (BSF)

將於9/13日開紿。詳情請聯絡：婦女組負責人陸國儀(Betty Hu) 832-773-1008、或翁

惠榮(Irene Kwan) 832-217-4767。

男士組負責人：貟軍(Jun Yun) jyun07@gmail.com
新季兒童Awana

已經開始接受報名，請點擊這裡註冊：hcc.lv/Awana22-2。9/12日開始另加$15註冊

費。更多有關詳情請瀏覽：en.hcchome.org/children/awana
家庭事工特別講座

HCC將於10/20-21上午9點至下午4點半在青少年中心舉辦祖父母傳承峰會(Legacy 
Grandparenting Summit)現場聯播。誠邀祖父母參加，學習如何與兒女一起配搭來影響

孫輩孩童，信息將有華語翻譯。請在以下鏈接註冊 hcc.lv/registerGparent 費用$59，地

點請選Texas: Houston Chinese Church。詳情請參考網址：hcc.lv/Gparent 或聯絡曹惠基

牧師 pastortow@hcchome.org
尋找義務志工

Shearn小學正在尋找義務志工幫忙他們的美化校園日”We Love Shearn Day” 。
時間：10月1日禮拜六早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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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arnHCC。如有問題請洽：jamisonjchang@gmail.com
幫助烏克蘭難民

由於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造成烏克難民眾逃往周邊國家。如果你有感動支持這些難

民，可以透過基督教機構 World  Vision 使用以下鏈接捐款：

https://donate.worldvision.org/give/ukraine-crisis-fund

網 上 奉 獻                主 日 週 報                

  請將所有要刋登週刋的資料於禮拜三中午之前電郵至：hccoffice@hcchome.org，謝謝。

午堂華語崇拜午堂華語崇拜

上午11:00 – 12:15上午11:00 – 12:15

序樂序樂

宣召: 詩篇 125:1-5宣召: 詩篇 125:1-5

迦勒詩班獻詩：迦勒詩班獻詩：神是愛神是愛

宣信/敬畏你的榮耀組曲 宣信/敬畏你的榮耀組曲 

我們來讚美耶和華我們來讚美耶和華

耶穌付贖價 / 除你以外 耶穌付贖價 / 除你以外 

牧禱 牧禱 

讀經：詩篇 16:1-11讀經：詩篇 16:1-11

講道：講道：安穩主手裡－－鄭浩賢牧師鄭浩賢牧師

一生在神手中一生在神手中

奉獻奉獻

歡迎 / 報告歡迎 / 報告

三一頌 / 祝福三一頌 / 祝福

阿們頌阿們頌

殿樂殿樂

序樂序樂

宣召: 宣召: 詩篇詩篇 86:11-12 86:11-12

我願前來敬拜 /  一生不會捨棄祢我願前來敬拜 /  一生不會捨棄祢

耶和華是愛 / 奔跑不放棄耶和華是愛 / 奔跑不放棄

牧禱牧禱

讀經：腓立比書 3:12-16讀經：腓立比書 3:12-16

講道： 忘記背後 竭力追求－潘毅良傳道講道： 忘記背後 竭力追求－潘毅良傳道

向高處行向高處行

奉獻奉獻

歡迎 / 報告歡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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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 疫情更新

*根據CDC社區疫情評估級別，本週我們處於疫情 綠色（低風險）階段 

*教會內可選擇是否戴口罩。

COVID-19測試陽性自我報告

如果您測試為COVID陽性，請填寫鏈接中“COVID-19測試陽性自我報告”，來幫助

大家決定是否需要隔離或進行測試。謝謝理解與合作。 http://hcc.lv/covid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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