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享生命更新的恩典，

傳揚基督再來的盼望！

二零一九年三月十七日

上午9:30至上午10:45
宣召

敬拜讚美

禱告

迎賓及報告

 獻詩 

探索人生意義系列(7)
「誰主沉浮，誰分好歹 
誰使公義如江河滔滔？」

(傳道書8:2-9:12)
黃倚樂傳道

回應詩

祝禱

10638 Hammerly Blvd, Houston, TX 77043 
Telephone: (713)935-9422  Fax: (713)935-9928 

www.whcchome.org

曉士頓西區中國教會

人生有意義嗎？



西區家訊

~A.W.T~ 默想

1. 歡迎：請新來賓留下姓名、電話和地址，以便聯絡。崇拜後請移步至101迎
賓室參加迎賓茶會，讓您認識西區中國教會及同工。歡迎新來賓和慕道朋友
至222室參加「蒙福之路」課程。

2. 年度報告：2018教會年度報告已製作完成，上主日未領取的弟兄姊妹
今天崇拜結束後，請至辦公室領取，或至教會相關網頁瀏覽：www.
whcchome.org/ch/2018annualreport。   

3. 宣教禱告會：於今天下午1:00-2:00在207教室舉行。鼓勵弟兄姊妹
加入我們，透過禱告讓更多人看見普世宣教的異象與使命及明白其緊迫性。 

4. 第二屆XEE(新三元福音佈道法)課程：將於3/21-5/23期間的週四晚上開課，本
課程將是一次操練傳福音技巧(不論是有經驗或是新手)很寶貴的機會，有意
者請向關新弟兄報名：jonathan_guan@yahoo.com，713-703-2056。 

5. 福音佈道會「婚姻馬拉松」：將於3/29(下週五)晚7:30在
本教會召開，特邀講員：國際家庭更新協會會長邱清泰博
士，大會提供兒童節目。邱博士還將帶領兩場工作坊，分別
是：3/30(下週六)上午9:30-下午5:30「神國好漢」；3/31(
週日)下午2:00-5:00「神國木蘭」。歡迎所有朋友(基督
徒/慕道友，已/未婚者)參加。今天崇拜結束後可至「西
區之家」專檯旁或盡早上網報名(神國好漢：https://goo.gl/xzuwzi，神國木
蘭:https://goo.gl/UmZRNH)。聯絡人：李曉東弟兄：ericli2000@gmail.com。 

6. 兒童網路安全：近日有報導指出，小朋友們在瀏覽YouTube
時，影像會突然中止而彈出某些恐怖遊戲的挑戰，誘使孩
子自殘或進行危險行為。在此特別提醒各位家長：當您的
孩子瀏覽YouTube/YouTube Kids時，請務必特別留意，幫助
他們分辯好壞。更多的兒童網路安全措施，請大家參考教
會資源「3D網族家庭關係」，至教會網站https://goo.gl/JzfNW8下載
或至「西區之家」領取。建議大家善用教會的RightNow Media(需設立登錄帳
號)：https://www.whcchome.org/ch/w-equipping-center/，其中有許多適合兒
童觀看的視頻。 

7. 2019青少年暑期隊“Lead THE Cause”：於7/7-14在丹佛市Colorado 
Christian University舉行。詳情請至相關網站瀏覽及報名：https://
whcchome.tpsdb.com/OnlineReg/1428。4/14(週日)截止報名。 

8. 華人教會領袖研討會：「跨越北美華人教會兩代的鴻溝」將於4/1(週
一)分別在達拉斯神學院本部及休士頓分部舉行。許重一牧師為此次
研討會講員之一，歡迎大家參加。報名和詳情請洽：dts.edu/cclc。 

9. 教牧外出：許重一牧師今天-3/27，黃奕明牧師今天在退修會證道，李家德牧
師1/2-3/30安息年假。

紅寶石  博物館的寶石特展區正中央，一頂熠熠生輝的皇冠吸引著眾人的眼光；
冠頂是一顆紅石榴寶石，冠沿鑲著數排由大到小的珍珠。展示板分別解釋了紅
寶石和珍珠的形成過程。當地殼板塊擠壓時，高溫和高壓使含鉻的氧化鋁質變
成質地堅硬的紅寶石礦，再經由精準地切割方能呈現出其耀眼的光彩。珍珠的
形成則是當蚌貝張開時，異物侵入，卡在殼和外套膜間，引起巨大的疼痛，刺
激外套膜分泌出珍珠質將異物包起來，形成珍珠囊，日積月累層層包覆成光潔
玉潤的珠子。
 令人激賞的自然界美麗傑作，是長期忍耐高壓和痛苦的產物，飽經滄桑
磨礪的生命不也是如此嗎？當健康亮起紅燈、毫無預警地被裁員、緊張的人際
關係帶來的壓力和挫折像洪水向我們沖來時，耶和華仍然坐著為王（詩29:19）
。我們的煎熬和眼淚天父都知道，也都記念，當我們「默然倚靠耶和華，耐性
等候祂」（詩37:7）時，那些疼痛和眼淚就會漸漸生成生命的寶石和珍珠，暉映
出天父的榮耀並配得祂所用。

神國好漢 
工作坊

神國木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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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區事工

兒童節目
義工報名2018 

年度報告

                    承傳事工團契
將於3/20(本週三)早上10:00開始。屆時，林勝彥長老將帶來信息「用我一
生」。歡迎55歲以上、「嬰兒潮」時期出生的弟兄姊妹及朋友們參加，在神
的恩典中彼此激勵成長。另有乒乓球、十八式、敬拜讚美操等各項活動，您
可依據個人興趣參加。

 國語青年部 
歡迎青年朋友們參加我們的活動(3/18 - 3/24)：
週二：晚上7:00-9:30在家庭活動中心打羽毛球 
週三：晚上7:30-9:00在221教室有國語青年禱告會
週五：晚上6:30-7:30在103教室聚餐；

7:30在二樓聚會，我們繼續分享《約翰福音》：
 * 「國語青年單身團契」在221教室；8:00分組在221和222教室 
 * 「M&M團契(青年夫妻)」在223教室；8:00分組在223和224教室

(單身團契事宜請聯絡團契主席黃達聲弟兄:tatsingwong@gmail.com) 
(M&M團契事宜請聯絡團契主席趙玉麟弟兄:zhaoyulin77@gmail.com)

青少年部 

青少年洗禮/會友班：如果您的青少年想要在4/21復活節主日受洗，請務必參
加今天下午1:00在205教室和3/24(週日)的洗禮班及3/31(週日)的會友班。請向
青少年事工傳道陳凱恩聯絡報名：kai.chen@whcchome.org。 

青少年主日學(D-GROUP)：門徒栽培課程於主日早上9:30至10:45舉行，請青少
年及新朋友至223教室上課。

青少年團契（ IGNITE)：3/22(本週五)晚上7:30-9:30在204室聚會。鼓勵青少
年透過敬拜、信息分享和遊戲，來彼此認識並建立團契生活。您可通過發短
信“@whccyouth”到號碼81010，或至教會網站：https://www.whcchome.org/
en/ministries/youth/，或Email:kai.chen@whcchome.org，或關注 Instagram帳
號：whccyouthministry瞭解青少年事工每月具體的聚會時間及活動的最新動態。  

 教會人
事需要 

                    教會人事需要
會計師(半職)：對於資金及賬戶處理上有經驗, 流利的中、英文聽、
讀、寫能力，熟練掌握常用的辦公軟體(Quickbooks)。 
請訪問https://www.whcchome.org/en/jobs/了解更多詳情。
    

兒童部 
「婚姻馬拉松」兒童節目：仍需要多位義工參與3/29(下週五)晚上
7:00-10:00的兒童節目服事。我們將提供教學教材、點心及飲料。有
負擔者請至：https://goo.gl/aBqUyZ報名或與鍾燕華欣牧師聯絡：jodi.
chung@whcchome.org。

復活節彩蛋入餡活動：需要成人及高中生為復活節活動的二千多個彩蛋入餡。
有意者請於4/7(週日)中午12:45-下午2:15至121教室，謝謝。

嬰兒祝福禮：於4/28(週日)舉行。請到嬰兒室領取並填寫申請表，4/7(週日)
截止報名。父母需一起參加4/14(週日)下午12:45-2:00在115教室的「嬰兒祝福
禮」課程才能參加祝福禮。

2019 
青少年暑期隊



本主日其他崇拜
粵語崇拜 上午9:30 -上午10:45 施克健牧師

英語崇拜 上午11:15 -中午12:30 李仁暐傳道

*國語和粵語聯合崇拜。

三月出席記錄
出席記錄 第一週 第二週 第三週 第四週 第五週

崇拜

中文堂 434 383
粵語堂 123 113

英語堂 236 204
兒童 129 123

主日學

中文 294 284
英語 20 20
青少年 67 66
兒童 116 98

*至上週

上週奉獻 二月奉獻 二月支出 2019年迄今奉獻* 2019年迄今預算*

  $34,062 $140,499 $113,725 $558,566 $535,971
*至上週  

西區奉獻記錄

忠心、樂意的奉獻是蒙神喜悅的。您可以發手機短訊“GIVE”至
832-847-7311，或掃描右圖中的二維碼來進行一次奉獻或設立定期奉
獻！歡迎訪問 https://www.whcchome.org/ch/give/來獲取更多指引。 一次奉獻 定期奉獻

主日事奉

翻譯：
音/影 ：
迎賓/招待：

午餐服事：

本主日
張希浩(英)
袁保倫、胡慕蠡/卓卿淳、李  娜
朱繼賢、李之菡、王戈平、吳  疆
張吉林、于春麗、孟昭波、楊麗華
M&M團契、國青單身團契

下主日
梁子信(英)、 張家俊(粵)
袁保倫、胡慕蠡/卓卿淳、劉晶瑩
朱繼賢、李之菡、王戈平、吳  疆
張吉林、于春麗、孟昭波、楊麗華
台灣台東短宣隊義賣

新生命學苑2019春季課程
課 程 名 稱 對 象 課 室  

新生系列 蒙福之路 慕道友或對基督信仰有心追尋者 222 教室

成長系列 活出豐盛生命 初信主者、已信主多年者 204 教室

聖經系列
出埃及記 上過成長系列課程者 223 教室

約翰福音 上過成長系列課程及新舊約事蹟
與信息者 153 教室

生活系列 蒙福家庭班：全心全意為我家 嬰兒至青少年兒女的父母 221 教室

國語長輩 神在舊約中的信息 國語(普通話)長輩 103 教室

粵語課程

耶穌是誰(粵) 慕道友或對基督信仰有心追尋者 224 教室

新約概覽 粵語初信者 圖書館

摩西的一生 粵語基督徒 205 教室

粵語長輩 信仰生活 粵語(廣東話)長輩 132 教室

*課程內容簡介請參閱圖書館旁邊的佈告欄。上課時間：2019/3/3至2019/5/26每主日上午11:15-中午12: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