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享生命更新的恩典，
传扬基督再来的盼望！ 承 先 启 后

栽培 拓植装备

晓士顿西区中国教会
二零一六年八月七日
上午9:30至10:45

宣召
敬拜讚美
禱告

迎賓及報告
聖餐

證道:「問題家庭遇神恩」
(創世記29-30章)
許重一牧師
回應詩
祝禱

神不敗的恩典
世世代代的盼望



1.	 歡迎：請新來賓留下姓名、電話和地址，以便聯絡。崇拜後請到101迎
賓室參加迎賓茶會，讓您認識西區中國教會及同工。歡迎國語慕道朋
友至223室參加「蒙福之路」。

2.	 touchpoint教會管理系統：已正式啟用，請大家至whcchome.
org/touchpoint設立帳號。

3.	 預定場地：即日起大家可至教會網站填寫表格預定活動場地，
亦可查詢週末場地使用情況。當週預定截止時間週五下午3點。

4.	 主日晨禱會：禱告是教會的力量，我們每個主日早上8:30在
133教室為教會的主日服事禱告，鼓勵弟兄姐妹參加。

5.	 大學生團契暑期最後一次聚會：8/10(下週三)晚7:30在教會153
教室。

6.	 中文堂浸禮：訂於8/21(主日)下午1:30pm舉行，請大家預留時間觀禮。
7.	 2016恩愛夫婦營：將於9/3-9/5(勞動節長週末)在Danbury,TX舉行。報
名表請到「西區之家」索取。名額有限，請把握機會儘早報名。聯絡
人：武權/王詩凝夫婦：832-293-7693。

8.	 华人基督徒查經團契(CCF)Houston班於9/8起，每週四上午9:30 –11:30
在本教會開始小先知書課程，歡迎洽詢李之菡姊妹：281-882-3456
、email WF.112233@gmail.com。

9.	 翰林中文學校：2016-17學年將於9月10日開學。暑假期間在8月份的每
個主日中午11:00-11:30 和12:30-1:00在教會大廳嬰兒室對面報名註冊。

10.	徵稿：臺灣六龜山地育幼院兒童合唱團音樂會觀後感見證請email于靜
姐妹:jjy192000@yahoo.com。

11.	廚房地面修繕：8/1-12期間請勿進入廚房，若需取用物品，請聯絡場
地同工Sam，Jimmy或楊傑曾(Jack)經理。

12.	通知：請借用床墊、行軍床、枕頭給六龜育院團員使用的弟兄姊妹盡
快至體育館舞台取回自家物品，教會將於8/15把所有逾期未領物品捐
贈給MAM。

13.	2016胡黃淑英紀念獎學金獲得者：吳以惠、柯德澤、于林揚。
14.	2016年美南靈性文學創作營:	將於9/3(週六)-9/5(週日)勞工節長假期
間在	Forest Glen Camp	舉辦，8/10報名截止。聯絡人：田莉芬姊妹
(832-671-2033)。

15.	教牧行蹤：許重一牧
師、徐玉仙牧師、李家
德牧師、黃以樂傳道、
鍾燕華欣傳道、吳謝寶
芳傳道、陳凱恩副傳
道、王凱磊傳道、許基
源主任8/11-12參加柳
溪全球領袖峰會；黃
奕明牧師8/9-27台灣短
宣；施克健牧師6/7-
8/16安息年假；李家德
牧師8/4-10休假。

西区家讯

本週345讀經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馬太福音 十八章 十九章 二十章 廿一章 廿二章



  

青少年部
IGNITE青少年高/初中生團契：每月第二、三、四週的週五晚上7:30-9:30在教
會小禮堂舉行。

• 8/12 JAVA Jam 地點：曉士頓華人浸信會(CBC: 900 Brogden Houston, TX 77024)
• 8/19 End of Summer Outing
• 8/26 Ignite Kick Off

默想

新生命学苑

2016兒童主日學老師退修會：8/13(下週六)在教會舉行。屆時，信息:「與孩子一
同在基督裡成長(II)」、講員：李家德牧師。另有四堂內容豐富的工作坊供選擇；
提供午餐。

儿童部

饒恕之美					大姐虛歲八十。她年幼時經歷苦難，人聰明好強，文學造詣頗深。
我和她的關係較為複雜。在我年幼到三十多歲的階段，大姐對我而言，似母如
師。而在父母的晚年，家庭中的矛盾也讓大姐對我心存芥蒂。感謝主，主讓我
學習饒恕的功課，品嚐和好的喜樂。今年適逢大姐八十壽辰，我特別回大陸去
為她祝壽。
							回大陸後見到一對親戚夫婦，聊起大姐，說2007年大姐來美國跟我小住兩個
月，之後再不抱怨我。大姐跟他們說：“小妹變了，因為她去教会，成了基督
徒。”其實，大姐在美國時常跟我們去教會，她也變得心平氣和。
驕傲是人的本性，是靈命成長中最大的障礙。不能饒恕別人，根本在於我們的
驕傲。而饒恕帶來的是平安和喜樂。
							親愛的讀者，您是否有諸多的原因不能饒恕他人，而陷於不快或憂愁之中？
您是否饒恕了對方卻還未得到其接納，而要放棄與其和好？主已給我們：「我
弟兄得罪我，我當饒恕他幾次呢。」(馬太18:21)的答案。																						~M.L.D.~

課	程	名	稱 對	象 課	室		

新生系列 蒙福之路 慕道友 223 教室

成長系列 深知所信 初信主者、已信主多年者 224 教室

聖經系列

新約事蹟與信息 上過成長系列課程者	 205 教室

加拉太書、以弗所書 上過成長系列及舊約課程者 222	教室

列王記下	歷代志上21-36章 上過成長系列及新、舊約課程者 小禮堂

生活系列 內在醫治-新生命的成長與突破 已信主者 204	教室

裝備系列 宣教士裝備班 僅限受邀請的同工	 153	教室

國語長輩班 慕迪生命科學影片 103	教室

粵語暑期聯合班 認識詩篇 221教室

粵語長輩班 信仰生活化 132 教室

*課程內容簡介請參閱圖書館旁邊的佈告欄。

义工需要
1.	 主日長輩接送：需要2位同工，請洽杜湧執事：davidydu@yahoo.com；
2.	 崇拜部：需要數位同工。對音響調控、影音控制有興趣者，請與魏存良執
事聯絡：手機281-216-6876 or Email: paulwei@ftpc.fpcusa.com



奉献记录

出席記錄 第一週 第二週 第三週 第四週 第五週

崇拜

中文堂 387** 610 385 636 485
粵語堂 124 * 137 * *
英語堂 195*** 210 206 242 190
兒童 110 121 127 141 132

主日學

中文 162 260 223 225 250
英語 13 20 25 28 28
青少年 65 65 65 65 65
兒童 115 126 134 142 133

主日事奉

教牧同工

主任牧師																		許重一 x 104 華語傳道             黃倚樂 x 126

英語牧師																		白安卓			 x 105 青少年事工副傳道     陳凱恩 x 123

華語牧師																		黃奕明 x 116 實習傳道             王凱磊 x 127

粵語牧師																		施克健 x 124 行政主任             許基源 x 106

英語副牧師														李家德									 x 103 場務經理             楊傑曾 x 108

家庭事工牧師										徐玉仙								 x 110 北區牧師             祝華達 832-663-0720

粵語傳道														吳謝寶芳 x 113 北區英語事工主任     高泰德 281-435-1456

青少年事工傳道			鍾燕華欣 x 111 北區學生主任/行政    黃麗絲 832-663-0720
10638 Hammerly Blvd, Houston, TX  77043

Telephone:  (713) 935-9422  Fax:  (713) 935-9928       www.whcchome.org

出席记录

翻譯：
影/音：
迎賓/招待：

午餐服事：

本主日
陳				偉(英)
羅佳儀、羅榮慶、胡慕蠡
高嫚璘、陸曼澐、楊春愛、吳瑞香
李耀成、謝永璋、舒毅之、張樹宜
廚房同工

下主日
傅宗浩(英)、徐				智(粵)
羅佳儀、羅榮慶、胡慕蠡
高嫚璘、陸曼澐、楊春愛、吳瑞香
李耀成、謝永璋、舒毅之、張樹宜
吳瑞香、裴東宏小組

*中文堂和粵語堂聯合崇拜
**含參加西區退修會人數
***含參加Meta退修會人數

西區奉獻 上週奉獻 每週預算* 今年奉獻累積
2016年支出
(至7月底)

總	數 $46,149 $60,000 $1,218,672 $1,292,603

*每週預算：包括2016年度預算及承先啟後奉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