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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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66          184          60        84       

         72            53             83     

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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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僕人的服侍】

講員：劉文彪長老

2022-10-9 上午11:00 

   團契  

華語

 -- 

粵語崇拜

【擺上一切 傾倒所有】

講員：潘毅良傳道

2022-10-9 上午9:15 

      中英聯合 兒童

11      

11

83

  英語

十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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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93.91 $1,628,826.99     $(282,245.38)   $(151,387.26)

本會建堂  $15,910.00 $89,233.86                                –                              –

梨城建堂 $1,654.53 $70,040.3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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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忠禎牧師㐊  劉文彪長老  伍先運長老师

翻 譯 -- 楊菁菁 --   --罗

主 席 李柏宏 關自達 --       --

領 詩 周關卓姸 陳祖怡 賴永敬 賴永敬

音樂同工 鄺詩慧 許傑靈 蔡鈞聖 蔡鈞聖

音 響 林文明 梁正邦 蔡宗霖     蔡宗霖

字 幕 羅智良 鄧肇豪 謝嘉華/周健玲 謝嘉華/周健玲

招 待 劉玉珍/陸麗兒   劉玉珍/陸麗兒    -- --

午餐服事 -- -- CCF/青少年 英文小組

兒童

419  



週三中文聯合禱告會
來臨週三(1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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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惠基牧師10/11休假。蘇偉文弟兄（William）10/16-10/18休假。
何芳姐妹（Elise）10/9-10/11休假。

工作機會
教會現招聘全職中文行政助理。工作範圍包括了製作週報、文字翻譯、維護教會中文
網站，以及其他行政工作。有意者請將履歷和求職信寄至 pastorsearch@hcchome.org。
更多詳情以及其他招聘職位詳情（青少年傳道(梨城)；半職-(HCC)IT人員；兒童看顧
人員）請參看網站 hcc.lv/opportunities 。

  活  動

  家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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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

上10:00至11:00的講座，Zoom 連接：hcc.lv/3V50P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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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新任長老與執事見面會

將於10/9(今日)晚5:30-7:30在教會小禮堂舉行。我們會首先一起享用各家準備的晚餐

（Potluck），然後介紹新的長老和執事。歡迎所有會員參加，同心為教會禱告。

建構願景，傳承使命大會

誠摯邀請您參加10/29週六上午10:00-12:00在教會大禮堂舉行的擴堂大會！我們會一同敬

拜，見證主恩，也會分享教會願景和擴堂計劃進展。請使用這個鏈接參看擴堂資訊：hcc.lv/
BuildingProjectInfo 有問題請電郵 communicationscommittee@hcchome.org
幫助烏克蘭難民

由於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造成烏克蘭民眾逃往周邊國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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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ate.worldvision.org/give/ukraine-crisis-fund
社區關懷

教會將發起食物銀行關懷活動，捐贈食物到基督徒社區服務中心(Christian Community Service 
Center)，於10/16早上10:45-11:15 在大廳收集捐贈食品。 感謝您熱心參與愛心關懷事工。請參

照該中心目前所需的食品項目：tinyurl.com/HCCFoodDrive2022
新心音樂事工二十五週年讚美感恩會（國語）- 盼望不熄 忠心到底

將於10/23晚上7:30在本教會舉行。新心音樂事工早年從曉士頓中國教會開始，之後正式成立為

獨立的機構，並在過去二十五年蒙神使用在世界各地透過音樂領人進入神的同在。歡迎大家出

席，一同向神獻上讚美和感恩。詳情可以參閱事工網站：home.newheartmusic.org/
美國福音證主協會40週年網上感恩聚會

美國福音證主協會40週年網上感恩聚會於10/14周五晚上7:30-8:30舉行，歡迎弟兄姊妹參加，

一同感恩與代禱。證主特別為參加感恩分享的弟兄姊妹預備心意禮物。敬請你的參加並回覆，

網址︰forms.office.com/r/tVBen6GxSk Zoom ID: 828 2884 7993  P/W: cciusa
會員大會

我們將於10/30中午12:30在午堂結束後舉行會員大會，投票印證2023年新任長老和執事，並同

時印證教會願景之一的擴堂計劃。

教牧感謝月

十月是教牧感謝月。我們準備了卡片，放在教會大廳的桌子上，請大家寫下您對我們教會牧者

們感謝的話語。

祖父母傳承峰會新書推薦和訂購

家庭事工部在祖父母傳承峰會之前欲推薦一本新出版關於祖父母教養孫子的書籍《刻意的基督

徒祖父母——信仰傳承的重要推手》。上帝創造祖父母，不是讓他們成為家庭中非必要、可有

可無的附屬品，而是在孫兒女屬靈生命發展上擔任極重要的角色，與他們的父母聯手朝共同目

標邁進，培育後代認識、熱愛和服事耶穌。弟兄姊妹可以在本週以及下週在大廳購買或預定此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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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8-10宣召: 詩篇 86:8-10

主！惟有你主！/ 祂是獨一真神主！惟有你主！/ 祂是獨一真神

呚奇妙十架 / 呚奇妙十架 / 我的生命獻給祢我的生命獻給祢  

牧禱 牧禱 

讀經：馬太福音 20:20-28讀經：馬太福音 20:20-28

講道：僕人的服侍－講道：僕人的服侍－劉文彪長老劉文彪長老

我的生命獻給祢我的生命獻給祢

奉獻奉獻

歡迎 歡迎 / 擴堂計劃報告 / 擴堂計劃報告 /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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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代志上 29:11-14宣召: 歷代志上 29:11-14

快樂崇拜 / 主，我高舉祢的名快樂崇拜 / 主，我高舉祢的名

新生命 / 我要一生一世住在祢聖殿新生命 / 我要一生一世住在祢聖殿

牧禱牧禱

讀經：馬可福音 12:41-44，14:3-9讀經：馬可福音 12:41-44，14:3-9

講道： 擺上一切 傾倒所有－潘毅良傳道講道： 擺上一切 傾倒所有－潘毅良傳道

立志擺上立志擺上

奉獻奉獻

歡迎 / 擴堂計劃報告 歡迎 / 擴堂計劃報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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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報夾頁主日週報網上奉獻

mailto:pastorsearch%40hcchome.org?subject=
https://en.hcchome.org/news-events/job-opportunities
https://hcc.lv/3V50PYY
https://x3368a02.pages.infusionsoft.net/
https://hcc.lv/Gparent
mailto:pastortow%40hcchome.org?subject=
http://hcc.lv/BuildingProjectInfo
http://hcc.lv/BuildingProjectInfo
mailto:communicationscommittee%40hcchome.org?subject=
https://donate.worldvision.org/give/ukraine-crisis-fund
https://tinyurl.com/HCCFoodDrive2022
https://home.newheartmusic.org
https://home.newheartmusic.org
https://home.newheartmusic.org
https://home.newheartmusic.org
https://home.newheartmusic.org
https://home.newheartmusic.org
https://home.newheartmusic.org
https://home.newheartmusic.org
https://home.newheartmusic.org
mailto:hccoffice%40hcchome.org?subject=
https://ch.hcchome.org/sites/default/files/files/Chinese%20Bulletins/Chinese%20Flyers/221009%20Chinese%20Flyer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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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paypal.com/fundraiser/charity/1917834


週三中文聯合禱告會
來臨週三(1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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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惠基牧師10/11休假。蘇偉文弟兄（William）10/16-10/18休假。
何芳姐妹（Elise）10/9-10/11休假。

工作機會
教會現招聘全職中文行政助理。工作範圍包括了製作週報、文字翻譯、維護教會中文
網站，以及其他行政工作。有意者請將履歷和求職信寄至 pastorsearch@hcchome.org。
更多詳情以及其他招聘職位詳情（青少年傳道(梨城)；半職-(HCC)IT人員；兒童看顧
人員）請參看網站 hcc.lv/opportunities 。

  活  動

  家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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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

上10:00至11:00的講座，Zoom 連接：hcc.lv/3V50P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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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新任長老與執事見面會

將於10/9(今日)晚5:30-7:30在教會小禮堂舉行。我們會首先一起享用各家準備的晚餐

（Potluck），然後介紹新的長老和執事。歡迎所有會員參加，同心為教會禱告。

建構願景，傳承使命大會

誠摯邀請您參加10/29週六上午10:00-12:00在教會大禮堂舉行的擴堂大會！我們會一同敬

拜，見證主恩，也會分享教會願景和擴堂計劃進展。請使用這個鏈接參看擴堂資訊：hcc.lv/
BuildingProjectInfo 有問題請電郵 communicationscommittee@hcchome.org
幫助烏克蘭難民

由於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造成烏克蘭民眾逃往周邊國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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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ate.worldvision.org/give/ukraine-crisis-fund
社區關懷

教會將發起食物銀行關懷活動，捐贈食物到基督徒社區服務中心(Christian Community Service 
Center)，於10/16早上10:45-11:15 在大廳收集捐贈食品。 感謝您熱心參與愛心關懷事工。請參

照該中心目前所需的食品項目：tinyurl.com/HCCFoodDrive2022
新心音樂事工二十五週年讚美感恩會（國語）- 盼望不熄 忠心到底

將於10/23晚上7:30在本教會舉行。新心音樂事工早年從曉士頓中國教會開始，之後正式成立為

獨立的機構，並在過去二十五年蒙神使用在世界各地透過音樂領人進入神的同在。歡迎大家出

席，一同向神獻上讚美和感恩。詳情可以參閱事工網站：home.newheartmusic.org/
美國福音證主協會40週年網上感恩聚會

美國福音證主協會40週年網上感恩聚會於10/14周五晚上7:30-8:30舉行，歡迎弟兄姊妹參加，

一同感恩與代禱。證主特別為參加感恩分享的弟兄姊妹預備心意禮物。敬請你的參加並回覆，

網址︰forms.office.com/r/tVBen6GxSk Zoom ID: 828 2884 7993  P/W: cciusa
會員大會

我們將於10/30中午12:30在午堂結束後舉行會員大會，投票印證2023年新任長老和執事，並同

時印證教會願景之一的擴堂計劃。

教牧感謝月

十月是教牧感謝月。我們準備了卡片，放在教會大廳的桌子上，請大家寫下您對我們教會牧者

們感謝的話語。

祖父母傳承峰會新書推薦和訂購

家庭事工部在祖父母傳承峰會之前欲推薦一本新出版關於祖父母教養孫子的書籍《刻意的基督

徒祖父母——信仰傳承的重要推手》。上帝創造祖父母，不是讓他們成為家庭中非必要、可有

可無的附屬品，而是在孫兒女屬靈生命發展上擔任極重要的角色，與他們的父母聯手朝共同目

標邁進，培育後代認識、熱愛和服事耶穌。弟兄姊妹可以在本週以及下週在大廳購買或預定此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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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8-10宣召: 詩篇 86:8-10

主！惟有你主！/ 祂是獨一真神主！惟有你主！/ 祂是獨一真神

呚奇妙十架 / 呚奇妙十架 / 我的生命獻給祢我的生命獻給祢  

牧禱 牧禱 

讀經：馬太福音 20:20-28讀經：馬太福音 20:20-28

講道：僕人的服侍－講道：僕人的服侍－劉文彪長老劉文彪長老

我的生命獻給祢我的生命獻給祢

奉獻奉獻

歡迎 歡迎 / 擴堂計劃報告 / 擴堂計劃報告 /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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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代志上 29:11-14宣召: 歷代志上 29:11-14

快樂崇拜 / 主，我高舉祢的名快樂崇拜 / 主，我高舉祢的名

新生命 / 我要一生一世住在祢聖殿新生命 / 我要一生一世住在祢聖殿

牧禱牧禱

讀經：馬可福音 12:41-44，14:3-9讀經：馬可福音 12:41-44，14:3-9

講道： 擺上一切 傾倒所有－潘毅良傳道講道： 擺上一切 傾倒所有－潘毅良傳道

立志擺上立志擺上

奉獻奉獻

歡迎 / 擴堂計劃報告 歡迎 / 擴堂計劃報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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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報夾頁主日週報網上奉獻

mailto:pastorsearch%40hcchome.org?subject=
https://en.hcchome.org/news-events/job-opportunities
https://hcc.lv/3V50PYY
https://x3368a02.pages.infusionsoft.net/
https://hcc.lv/Gpa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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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士頓中國教會
HOUSTON CHINESE CHURCH

10305 SOUTH MAIN, HOUSTON, TX 77025 

TEL 713-663-7550  |  FAX 713-663-6896  |  HCCHOM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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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66          184          60        84       

         72            53             83     

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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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僕人的服侍】

講員：劉文彪長老

2022-10-9 上午11:00 

   團契  

華語

 -- 

粵語崇拜

【擺上一切 傾倒所有】

講員：潘毅良傳道

2022-10-9 上午9:15 

      中英聯合 兒童

11      

11

83

  英語

十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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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93.91 $1,628,826.99     $(282,245.38)   $(151,387.26)

本會建堂  $15,910.00 $89,233.86                                –                              –

梨城建堂 $1,654.53 $70,040.3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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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忠禎牧師㐊  劉文彪長老  伍先運長老师

翻 譯 -- 楊菁菁 --   --罗

主 席 李柏宏 關自達 --       --

領 詩 周關卓姸 陳祖怡 賴永敬 賴永敬

音樂同工 鄺詩慧 許傑靈 蔡鈞聖 蔡鈞聖

音 響 林文明 梁正邦 蔡宗霖     蔡宗霖

字 幕 羅智良 鄧肇豪 謝嘉華/周健玲 謝嘉華/周健玲

招 待 劉玉珍/陸麗兒   劉玉珍/陸麗兒    -- --

午餐服事 -- -- CCF/青少年 英文小組

兒童

4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