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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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退修會

粵語 華語   總計青少年 兒童

       梨城主日學

華語

  梨城崇拜

197 + 110    66          202          51           61      

         33             60               85    

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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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L 福音】

講員：Will Brooks宣教士

2022-10-30 上午11:00 

   團契  

華語

 48 

粵語崇拜

【愛、恩典、和律法】

講員：關自達弟兄

2022-10-30 上午9:15 

華語 兒童  英語

13      34

9

55

  英語

十月廿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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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35.00 $1,673,375.05     $(312,835.58)   $(186,532.24)

本會建堂 5,000.00    $94,473.86                                –                              –

梨城建堂 -- $74,224.37 –                              –

粵 語 崇 拜 華 語 崇 拜

 本主日 下主日 本主日 下主日

講 員 關自達弟兄   潘毅良傳道㐊 Will Brooks宣教士 鄭忠禎牧師

翻 譯 -- -- 羅守威   --罗

主 席 林懷之 何惠清 --       --

領 詩 吳宇恆 陳仲強 周景仰 賴永敬

音樂同工 鄺詩慧 許傑靈 蔡鈞穎 蔡鈞聖

音 響 吳言尚 呂安滴 梁玉龍 陳閩星

字 幕 余葆恩 陳潔怡 謝嘉華/周健玲 沈  紅

招 待
劉玉珍/陸麗兒   

劉玉珍/陸麗兒/     

何蘊嫻    
-- --

兒童

625  14
  青少年



週三中文聯合禱告會
來臨週三(11/2)晚上7:30我們將會透過網路(Zoom)進行教會中英文聯合禱告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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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毅良傳道於今天(10/30)早上在梨城分堂講道。曹惠基牧師、王天健牧師、歐俊文牧
師、章迦恩傳道、何金川傳道、Nathan Tan 將於11/2-11/4在達拉斯參加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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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衷心致謝

我們向在華語堂證道的Will Brooks宣教士致謝，求神賜他身體健康，繼續忠心服事主。

會員大會
我們將於今天(10/30)中午12:30在午堂結束後舉行會員大會(只有實體會議，不設線上
投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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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計案︰「我支持教會長執會所建議的擴堂設計提案，這個提案是依據願景需要所設計
的。我明白擴堂認獻啓動後，我們會評估認獻結果，並根據認獻狀況對會堂的設計提
案進行適當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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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備心，讓越南的孩子有機會選擇你！
教會與World Vision (世界宣明會)“CHOSEN”兒童資助計劃合作，每月$39美元資
助一個孩子幫助在越南有需要的孩子及家庭。請預備心，為你及你的家庭的參與禱
告。“CHOSEN”計劃註冊將於11/27開始至12/4日截止。在這兩個主日，我們需要
12-14位義工來幫忙註冊報名的事宜。
有意成為義工者請與伍先運長老聯絡：xianyunwu@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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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場團契
職場團契與華人基督徒職場事工中心，將於12/29-31，在教會，舉行第三屆基督徒工
作與信仰大會。主題是全球化進程中的危機與轉機。鼓勵在職場工作的弟兄姊妹參與
大會的服事。
有意願者，請跟俞澤弟兄聯絡，832-524-6079或 paulzyu@yahoo.com
粵語專題講座
粵語專題講座“情緒與心靈健康的關顧”將於11/12禮拜六10AM–2:30PM在小禮堂
舉辦。請向Raymond Tang(rshtang@gmail.com)查詢及報名。

公共神學講座 - 基督教與藝術
將於11/5下午5:30在教會大禮堂舉行。您如何以基督徒的視角來看一部電影？休士頓
基督教大學的教授Bearden Coleman將會幫助我們探索信仰與電影之間的交匯點。詳情
請參閱：hcc.lv/PTLs
新會友、洗禮班
華語：將在11/11舉行。有意者請向鄭忠禎牧師報名：pastorcheng@hcchome.org
粵語：日期待定。有意者請向潘毅良傳道報名：markp@hcchome.org
冬令時間
日光節約時間將於11/6（禮拜日）結束，請於11/5（禮拜六）晚上睡眠前將時鐘撥慢
一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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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召宣召：：詩篇 98:1-3              詩篇 98:1-3              

我們的神 / 世界之光我們的神 / 世界之光

你是我神 / 奇異恩典 枷鎖脫落你是我神 / 奇異恩典 枷鎖脫落

牧禱 牧禱 

讀經：約翰福音 3:1-17讀經：約翰福音 3:1-17

講道：XXL 福音－Will Brooks講道：XXL 福音－Will Brooks宣教士宣教士

今天為主活今天為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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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樂序樂

宣召宣召：：詩篇 33:1-5詩篇 33:1-5

讚美主 / 全然歸祢讚美主 / 全然歸祢

深哉，深哉，耶穌的愛 / 奇異恩典深哉，深哉，耶穌的愛 / 奇異恩典

牧禱牧禱

讀經：馬可福音 3:1-6讀經：馬可福音 3:1-6

講道：愛、恩典、和律法－關自達弟兄講道：愛、恩典、和律法－關自達弟兄

榮耀上帝榮耀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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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 疫情更新

*根據CDC社區疫情評估級別，本週我們仍處於疫情 綠色（低風險）階段 

*教會內可選擇是否戴口罩。
週報夾頁主日週報網上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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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h.hcchome.org/node/583
https://ch.hcchome.org/sites/default/files/files/Chinese%20Bulletins/Chinese%20Flyers/221030%20Inserts%20-%20CHI.pdf


週三中文聯合禱告會
來臨週三(11/2)晚上7:30我們將會透過網路(Zoom)進行教會中英文聯合禱告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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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毅良傳道於今天(10/30)早上在梨城分堂講道。曹惠基牧師、王天健牧師、歐俊文牧
師、章迦恩傳道、何金川傳道、Nathan Tan 將於11/2-11/4在達拉斯參加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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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衷心致謝

我們向在華語堂證道的Will Brooks宣教士致謝，求神賜他身體健康，繼續忠心服事主。

會員大會
我們將於今天(10/30)中午12:30在午堂結束後舉行會員大會(只有實體會議，不設線上
投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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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計案︰「我支持教會長執會所建議的擴堂設計提案，這個提案是依據願景需要所設計
的。我明白擴堂認獻啓動後，我們會評估認獻結果，並根據認獻狀況對會堂的設計提
案進行適當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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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備心，讓越南的孩子有機會選擇你！
教會與World Vision (世界宣明會)“CHOSEN”兒童資助計劃合作，每月$39美元資
助一個孩子幫助在越南有需要的孩子及家庭。請預備心，為你及你的家庭的參與禱
告。“CHOSEN”計劃註冊將於11/27開始至12/4日截止。在這兩個主日，我們需要
12-14位義工來幫忙註冊報名的事宜。
有意成為義工者請與伍先運長老聯絡：xianyunwu@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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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場團契
職場團契與華人基督徒職場事工中心，將於12/29-31，在教會，舉行第三屆基督徒工
作與信仰大會。主題是全球化進程中的危機與轉機。鼓勵在職場工作的弟兄姊妹參與
大會的服事。
有意願者，請跟俞澤弟兄聯絡，832-524-6079或 paulzyu@yahoo.com
粵語專題講座
粵語專題講座“情緒與心靈健康的關顧”將於11/12禮拜六10AM–2:30PM在小禮堂
舉辦。請向Raymond Tang(rshtang@gmail.com)查詢及報名。

公共神學講座 - 基督教與藝術
將於11/5下午5:30在教會大禮堂舉行。您如何以基督徒的視角來看一部電影？休士頓
基督教大學的教授Bearden Coleman將會幫助我們探索信仰與電影之間的交匯點。詳情
請參閱：hcc.lv/PTLs
新會友、洗禮班
華語：將在11/11舉行。有意者請向鄭忠禎牧師報名：pastorcheng@hcchome.org
粵語：日期待定。有意者請向潘毅良傳道報名：markp@hcchome.org
冬令時間
日光節約時間將於11/6（禮拜日）結束，請於11/5（禮拜六）晚上睡眠前將時鐘撥慢
一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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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召宣召：：詩篇 98:1-3              詩篇 98:1-3              

我們的神 / 世界之光我們的神 / 世界之光

你是我神 / 奇異恩典 枷鎖脫落你是我神 / 奇異恩典 枷鎖脫落

牧禱 牧禱 

讀經：約翰福音 3:1-17讀經：約翰福音 3:1-17

講道：XXL 福音－Will Brooks講道：XXL 福音－Will Brooks宣教士宣教士

今天為主活今天為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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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樂序樂

宣召宣召：：詩篇 33:1-5詩篇 33:1-5

讚美主 / 全然歸祢讚美主 / 全然歸祢

深哉，深哉，耶穌的愛 / 奇異恩典深哉，深哉，耶穌的愛 / 奇異恩典

牧禱牧禱

讀經：馬可福音 3:1-6讀經：馬可福音 3:1-6

講道：愛、恩典、和律法－關自達弟兄講道：愛、恩典、和律法－關自達弟兄

榮耀上帝榮耀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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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 疫情更新

*根據CDC社區疫情評估級別，本週我們仍處於疫情 綠色（低風險）階段 

*教會內可選擇是否戴口罩。
週報夾頁主日週報網上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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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縱覽（2）      112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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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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L 福音】

講員：Will Brooks宣教士

2022-10-30 上午11:00 

   團契  

華語

 48 

粵語崇拜

【愛、恩典、和律法】

講員：關自達弟兄

2022-10-30 上午9:15 

華語 兒童  英語

13      34

9

55

  英語

十月廿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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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35.00 $1,673,375.05     $(312,835.58)   $(186,532.24)

本會建堂 5,000.00    $94,473.86                                –                              –

梨城建堂 -- $74,224.37 –                              –

粵 語 崇 拜 華 語 崇 拜

 本主日 下主日 本主日 下主日

講 員 關自達弟兄   潘毅良傳道㐊 Will Brooks宣教士 鄭忠禎牧師

翻 譯 -- -- 羅守威   --罗

主 席 林懷之 何惠清 --       --

領 詩 吳宇恆 陳仲強 周景仰 賴永敬

音樂同工 鄺詩慧 許傑靈 蔡鈞穎 蔡鈞聖

音 響 吳言尚 呂安滴 梁玉龍 陳閩星

字 幕 余葆恩 陳潔怡 謝嘉華/周健玲 沈  紅

招 待
劉玉珍/陸麗兒   

劉玉珍/陸麗兒/     

何蘊嫻    
-- --

兒童

625  14
  青少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