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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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60         185         67          84      

         76             52               65  

760

成人主日學成人主日學

9/11 - 11/27/20229/11 - 11/27/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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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子的名分】

講員：王天健牧師

2022-11-27 上午11:00 

   團契  

華語

粵語崇拜

【揀選】

講員：潘毅良傳道/楊心妤姐妹

2022-11-27 上午9:15 

華語 兒童  英語

7     28

8

52

  英語

十一月廿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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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8,183.71 $ 1,890,879.55     $ (368,773.22)   $ (159,819.14)

本會建堂 $ 200.00 $ 152,435.40                                –                              –

梨城建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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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毅良傳道

楊心妤姐妹
  潘毅良傳道㐊 王天健牧師 鄭忠禎牧師

翻 譯 陳祖怡姐妹 -- --   --罗

主 席 李柏宏 何惠清 --       --

領 詩 陳仲強 吳宇恆 黃志宏 賴永敬

音樂同工 李念恩 鄺詩慧 賴永敬 蔡鈞聖

音 響 李羽田 呂安滴 何永生 蔡宗霖

字 幕 陳潔怡 余葆恩 沈  紅 謝嘉華、周健玲

招 待
劉玉珍/陸麗兒

劉玉珍/陸麗兒
何蘊嫻

蒲晗、陳雯 鞠振林、蔣桂玉

午餐服事 -- -- 感恩節暫停 家馨/職青

兒童

618  9
  青少年

--



週三中文聯合禱告會
來臨週三(1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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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忠禎牧師今天早晨（11/27）在梨城講道。
何芳於12/4 遠程工作。

教會植堂
新的指定基金：教會植堂：長執會已為HCC 以英語為主的植堂計劃設立了指定基金。
植堂實習傳道黃健榮(Jonathan Huang)開始為這個計劃個別籌集所需的財務支持，你如
果要瞭解更多關於這個植堂計劃，請電郵 jonathanh@hcchome.org

  活  動

  家  事

預備心，讓越南的孩子有機會選擇你！
我們教會和世界宣明會一起合作舉辦兒童資助計劃由今天啟動：以每月 $39 美元資助
越南兒童和他們的社區發展。 你可以今天在大廳註冊， 也可以在 12/4 主日晚上 8 點
之前發送短信“HCC”至 51670 或在 worldvision.org/HCC 進行註冊。

聖誕天使樹活動
這項事工是為那些父母親坐牢的兒童贈送聖誕禮物，展示基督的愛。欲了解詳情，請
在主日崇拜後與招待台的負責同工Maria Chen或Helen Xu姐妹聯絡。

財政部
2023 預算問答, 12/4主日下午 12:45 -1:45在210教室。

HCC建堂項目
Facebook配比基金現可用於HCC建堂項目。從現在起，您可以在HCC的Facebook主頁
上設置一項經常性奉獻。Facebook將會拿出同樣的金額為新用戶配比捐贈，每人上限
$100，先到先得。詳情點擊：hcc.lv/BuildingFundraiser。請考慮將未來兩個月的常規
奉獻用於建堂項目。您的奉獻將放入普通奉獻帳戶，但配比的錢將用於HCC建堂。

流感+新冠疫苗接種門診
Walgreens將於主日12/18中午12:30在HCC青少年教室設立疫苗接種診所。新冠疫苗對
所有人免費接種。如果您沒有醫療保險，我們將提供可以支付流感疫苗的代金券。為
了教會社群的健康，請考慮接種疫苗。註冊鏈接：hcc.lv/vaccines22
急救和心肺復甦術CPR培訓班
對急救和心肺復甦術CPR培訓感興趣嗎？歡迎您在12/11主日下午1點來412教室。每
人$20。可選附加組件：書籍 +$10，證書+$15。 若有疑問請通過 jocelynh@hcchome.
org 聯繫Jocelyn。 請用此連結 hcc.lv/FirstAidTraining 預先註冊。 12/11 @ 1PM

育嬰兒童事工拍照日
我們的孩子成長極快！是時候更新兒童部的照片了。育兒部拍照日於12/4上午10:15-
11:15在各自的教室。兒童部(1st-5th)拍照日於12/11上午10:15-11:15在208教室。

兒童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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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小知識問答的答案
1.本教會曾有幾個堂址? A: 三。 2.本教會的第一個建堂委員會成立於? A: 3月1975年. 
3. 1976年教會預算（不包括建堂基金）是多少? A: $43,000. 4.  本教會何時正式成立
（向德州政府註冊）? A: 1月1975年. 5. 第一個在本教會舉行的婚禮是什麼時候? A: 
8月17日1975年. 6. 誰是本教會的第一位堂務主任? A: Nancy Liu. 7. 因本教會參與植
堂，建立了多少教會？ A: 8. 附加題（決勝負）：購買本教會的土地時付了多少錢？ 
A: $260,000
恭賀Christina Liu, 嚴慧珍, 和陳詠芳成為上主週教會小知識問答得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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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燃降臨期蠟燭 點燃降臨期蠟燭 

宣召宣召：：詩篇 62:5-7            詩篇 62:5-7            

 榮耀頌 / 榮耀歸於真神 榮耀頌 / 榮耀歸於真神

 與你同走過 與你同走過

牧禱牧禱

歡迎 歡迎 / / 報告報告

讀經：加拉太書 4:4-8讀經：加拉太書 4:4-8

講道：兒子的名分 — 王天健牧師講道：兒子的名分 — 王天健牧師

世界展望會事工分享世界展望會事工分享

讓愛走動讓愛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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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5-7詩篇 62:5-7

點燃降臨期蠟燭點燃降臨期蠟燭

以馬內利，懇求降臨 / 以感恩為祭以馬內利，懇求降臨 / 以感恩為祭

 最好的福氣 / 如此認識我 最好的福氣 / 如此認識我

牧禱牧禱

歡迎 / 歡迎 / 報告報告

讀經：以弗所書 1:3-6讀經：以弗所書 1:3-6

介紹世界展望會同工介紹世界展望會同工

分享：「揀選」分享：「揀選」— — 楊心妤姊妹楊心妤姊妹

奇異恩典 除掉捆鎖奇異恩典 除掉捆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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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週報和夾頁網上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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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hcchome.zoom.us/j/229688146
mailto:jonathanh%40hcchome.org?subject=
http://worldvision.org/HCC
http://hcc.lv/BuildingFundraiser
http://hcc.lv/vaccines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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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to:frankt%40hcchome.org?subject=
http://hcc.lv/HCCNurseryTour
mailto:jocelynh%40hcchome.org?subject=
mailto:chineseadmin%40hcchome.org?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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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de/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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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52               65  

760

成人主日學成人主日學

9/11 - 11/27/20229/11 - 11/27/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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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子的名分】

講員：王天健牧師

2022-11-27 上午11:00 

   團契  

華語

粵語崇拜

【揀選】

講員：潘毅良傳道/楊心妤姐妹

2022-11-27 上午9:15 

華語 兒童  英語

7     28

8

52

  英語

十一月廿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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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8,183.71 $ 1,890,879.55     $ (368,773.22)   $ (159,819.14)

本會建堂 $ 200.00 $ 152,435.40                                –                              –

梨城建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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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毅良傳道

楊心妤姐妹
  潘毅良傳道㐊 王天健牧師 鄭忠禎牧師

翻 譯 陳祖怡姐妹 -- --   --罗

主 席 李柏宏 何惠清 --       --

領 詩 陳仲強 吳宇恆 黃志宏 賴永敬

音樂同工 李念恩 鄺詩慧 賴永敬 蔡鈞聖

音 響 李羽田 呂安滴 何永生 蔡宗霖

字 幕 陳潔怡 余葆恩 沈  紅 謝嘉華、周健玲

招 待
劉玉珍/陸麗兒

劉玉珍/陸麗兒
何蘊嫻

蒲晗、陳雯 鞠振林、蔣桂玉

午餐服事 -- -- 感恩節暫停 家馨/職青

兒童

618  9
  青少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