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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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202          44          89      

         57             48               82  

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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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感恩為祭讚美神】

講員：鄭忠禎牧師

2022-11-20 上午11:00 

   團契  

華語

粵語崇拜

【蒙恩、感恩】

講員：方林浩長老

2022-11-20 上午9:15 

華語 兒童  英語

10     24

9

45

  英語

十一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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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57.80 $1,862,695.84     $(298,824.99)   $(149,437.22)

本會建堂 15,070.00 $152,235.40                                –                              –

梨城建堂 884.00 $81,436.94 –                              –

粵 語 崇 拜 華 語 崇 拜

 本主日 下主日 本主日 下主日

講 員 方林浩長老   潘毅良傳道㐊 鄭忠禎牧師 王天健牧師

翻 譯 -- -- --   --罗

主 席 關自達 李柏宏 --       --

領 詩 陳祖怡 陳仲強 蔡林碧蓉 黃志宏

音樂同工 賴永敬 李念恩 蔡鈞穎 賴永敬

音 響 黄質鑾 李羽田 何永生 何永生

字 幕 鄧肇豪 陳潔怡 沈  紅 沈  紅

招 待 劉玉珍/陸麗兒/     劉玉珍/陸麗兒 -- --

午餐服事 -- -- 活泉/愛加倍 感恩節暫停

兒童

631  12
  青少年

94

感 恩 節 快 樂



週三中文聯合禱告會
來臨週三(11/23)晚上暫停一次。

教牧行蹤
潘毅良傳道今日(11/20)外出講道。曹惠基牧師今日 (11/20) 在梨城講道。
王天健牧師、賴永敬主任於11/21-23休假。
何金川傳道於11/23-25休假。

教會辦事處感恩節假期
11/24（禮拜四）感恩節假期，教會辦事處依例休息一天。

兼職臨時職位 (Temporaly position of part-time Chinese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

歡迎簡存愛姊妹為中文辦公室臨時同工。

  活  動

  家  事

衷心致謝

我們向在粵語堂證道的方林浩長老致謝，求神賜他身體健康，繼續忠心服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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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會友、洗禮班
粵語：日期待定。有意者請向潘毅良傳道報名：markp@hcchome.org
兒童事工部
請家長注意，如果您的孩子生病或有嘔吐、發燒、喉嚨痛、流鼻涕等症狀，請不要將
他們送往課室，謝謝合作。詳情請聯絡 Mr. Frank (frankt@hcchome.org)。

新手父母和準父母的嬰育室之旅
恭喜您！嬰育室的同工們非常興奮且期待著見到您的孩子。為了正式的歡迎和認識
您，我們將於12/4/2022和3/5/2023(主日)上午10:50舉行嬰育室之旅，也讓您更加的了
解我們嬰育室的每個設施。如果您想要在12/4到訪參觀，請在11/20之前請上網
hcc.lv/HCCNurseryTour預先註冊。若有任何疑問，請透過郵件jocelynh@hcchome.org 
與Jocelyn聯絡。 

長執提名與擴堂計劃投票結果
上週(11/13) 會員大會中，所有提名的長老和執事都被認證。對教會擴堂計劃的投票，
我們共收到234張有效選票，其中有193票贊成，19票反對，22票棄權，支持率是百
分之八十二點五。謝謝你們的參與。請大家繼續為教會的長執團隊和建堂計劃的推進
禱告。

 請將所有要刋登週刋的資料於禮拜三中午之前電郵至：chineseadm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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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1-4              詩篇 145:1-4              

歌頌父神偉大權能 歌頌父神偉大權能 

你坐著為王 / 恩典之路你坐著為王 / 恩典之路

牧禱牧禱

感恩見證感恩見證

獻詩：風雨中仰望十架獻詩：風雨中仰望十架

讀經：詩篇 第65篇讀經：詩篇 第65篇

講道：以感恩為祭讚美神 — 鄭忠禎牧師講道：以感恩為祭讚美神 — 鄭忠禎牧師

感恩見證 / 會眾感恩感恩見證 / 會眾感恩

獻上感恩獻上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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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2-13詩篇 56:12-13

榮耀歸於真神 / 寶貴十架榮耀歸於真神 / 寶貴十架

數算奇妙恩典 / 歡欣數算奇妙恩典 / 歡欣

牧禱牧禱

讀經：路加福音 17:11-19讀經：路加福音 17:11-19

講道：蒙恩、感恩 — 方林浩長老講道：蒙恩、感恩 — 方林浩長老

萬福泉源萬福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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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 於 我 們

疫情中教會設施狀況更新
曉士頓中國教會歡迎大家參加我們的室內聚會和活動。請點擊這裡瀏覽教會網站了解
教會在疫情中最新的處理狀況。

您是新來賓？
如果您是第一次來我們教會，我們很高興見到您！請填寫新來賓登記表，或是到新來

賓接待處填寫新來賓登記表。
週報夾頁主日週報網上奉獻

COVID 疫情更新
綠色階段：低風險

教會內可選擇是否戴口罩。

假如檢測為陽性，

 請自行隔離至恢復健康。

mailto:xianyunwu%40yahoo.com?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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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h.hcchome.org/node/583
https://ch.hcchome.org/sites/default/files/files/Chinese%20Bulletins/Chinese%20Flyers/221120%20Inserts%20CHI.pdf


週三中文聯合禱告會
來臨週三(11/23)晚上暫停一次。

教牧行蹤
潘毅良傳道今日(11/20)外出講道。曹惠基牧師今日 (11/20) 在梨城講道。
王天健牧師、賴永敬主任於11/21-23休假。
何金川傳道於11/23-25休假。

教會辦事處感恩節假期
11/24（禮拜四）感恩節假期，教會辦事處依例休息一天。

兼職臨時職位 (Temporaly position of part-time Chinese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

歡迎簡存愛姊妹為中文辦公室臨時同工。

  活  動

  家  事

衷心致謝

我們向在粵語堂證道的方林浩長老致謝，求神賜他身體健康，繼續忠心服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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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會友、洗禮班
粵語：日期待定。有意者請向潘毅良傳道報名：markp@hcchome.org
兒童事工部
請家長注意，如果您的孩子生病或有嘔吐、發燒、喉嚨痛、流鼻涕等症狀，請不要將
他們送往課室，謝謝合作。詳情請聯絡 Mr. Frank (frankt@hcchome.org)。

新手父母和準父母的嬰育室之旅
恭喜您！嬰育室的同工們非常興奮且期待著見到您的孩子。為了正式的歡迎和認識
您，我們將於12/4/2022和3/5/2023(主日)上午10:50舉行嬰育室之旅，也讓您更加的了
解我們嬰育室的每個設施。如果您想要在12/4到訪參觀，請在11/20之前請上網
hcc.lv/HCCNurseryTour預先註冊。若有任何疑問，請透過郵件jocelynh@hcchome.org 
與Jocelyn聯絡。 

長執提名與擴堂計劃投票結果
上週(11/13) 會員大會中，所有提名的長老和執事都被認證。對教會擴堂計劃的投票，
我們共收到234張有效選票，其中有193票贊成，19票反對，22票棄權，支持率是百
分之八十二點五。謝謝你們的參與。請大家繼續為教會的長執團隊和建堂計劃的推進
禱告。

 請將所有要刋登週刋的資料於禮拜三中午之前電郵至：chineseadmin@hcchome.org，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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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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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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9:15 – 10:30上午9:15 – 10:30

關 於 我 們

疫情中教會設施狀況更新
曉士頓中國教會歡迎大家參加我們的室內聚會和活動。請點擊這裡瀏覽教會網站了解
教會在疫情中最新的處理狀況。

您是新來賓？
如果您是第一次來我們教會，我們很高興見到您！請填寫新來賓登記表，或是到新來

賓接待處填寫新來賓登記表。
週報夾頁主日週報網上奉獻

COVID 疫情更新
綠色階段：低風險

教會內可選擇是否戴口罩。

假如檢測為陽性，

 請自行隔離至恢復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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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士頓中國教會
HOUSTON CHINESE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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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出席人數與奉獻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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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 粵語 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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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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感恩為祭讚美神】

講員：鄭忠禎牧師

2022-11-20 上午11:00 

   團契  

華語

粵語崇拜

【蒙恩、感恩】

講員：方林浩長老

2022-11-20 上午9:15 

華語 兒童  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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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

十一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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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57.80 $1,862,695.84     $(298,824.99)   $(149,437.22)

本會建堂 15,070.00 $152,235.40                                –                              –

梨城建堂 884.00 $81,436.94 –                              –

粵 語 崇 拜 華 語 崇 拜

 本主日 下主日 本主日 下主日

講 員 方林浩長老   潘毅良傳道㐊 鄭忠禎牧師 王天健牧師

翻 譯 -- -- --   --罗

主 席 關自達 李柏宏 --       --

領 詩 陳祖怡 陳仲強 蔡林碧蓉 黃志宏

音樂同工 賴永敬 李念恩 蔡鈞穎 賴永敬

音 響 黄質鑾 李羽田 何永生 何永生

字 幕 鄧肇豪 陳潔怡 沈  紅 沈  紅

招 待 劉玉珍/陸麗兒/     劉玉珍/陸麗兒 -- --

午餐服事 -- -- 活泉/愛加倍 感恩節暫停

兒童

631  12
  青少年

94

感 恩 節 快 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