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不敗的恩典
世世代代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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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九月四日
上午9:30至10:45

宣召
敬拜讚美
禱告

迎賓及報告
聖餐

講台信息:「底拿受辱」
(創世記34章)
黃奕明牧師
回應詩
祝禱

晓士顿西区中国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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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命學苑2016秋季課程：今天開始，課室安排請參閱右頁「新生命學苑」
欄。課程簡介請參閱圖書館旁邊的佈告欄或至迎賓處取閱。

3.	 今天午餐：因勞工節廚房同工休息，將由英國短宣隊提供越南三明治、珍珠
奶茶及粥品等部份午餐為籌款義賣，請大家前往支持。

4.	 全教會禱告會：9/7(週三)晚上七時，每月一次的全教會禱告會在小禮堂
舉行，鼓勵中、英、粵語堂的弟兄姊妹一起參加。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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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touchpoint教會管理系統：已正式啟用，請大家至whcchome.org/
touchpoint設立帳號、完備個人信息。

7.	 浸禮/會友班：將分別於9/11、18及25(會友班)三個主日下午1:00-2:15在203室開
課，浸禮將於11/13舉行。請向牧師或辦公室報名。若想以粵語上課，請向施克
健牧師或吳謝寶芳傳道報名

8.	 「恩言善導」研經(國語)歌羅西書：將於9/14開課，每週三早上9:30 -11:30在
103室上課，歡迎參加；另徵兩位同工看顧幼孩，好讓年輕媽媽們專心上課，
請與徐玉仙牧師聯絡：713-935-9422x110。

9.	 華人基督徒查經團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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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F.112233@gmail.com。

10.	翰林中文學校：2016-17學年將於9/10開學。目前5歲班仍有名額。若貴子弟
在今年底即將滿5週歲，也歡迎報名參加。

11.	第21屆金色年華退修會：將於9/17(週六)上午8:30至下午3:30在福遍中國教會舉
行，講員：陳祖幸牧師。報名費每人10元(含早、午餐)，請向長輩團契報名。

12.	《把握時機》宣教生命課程：9/30(週五)開始連續2個週末在曉士頓中國教
會(HCC)。費用為125元(含午餐和晚餐)，教會可補貼。請向梁漢釗弟兄報
名：Eastwoodleung@gmail.com。

13.	教會辦公室：9/5(週一)勞工節，辦公室休息一天。
14.	教牧行蹤：黃倚樂傳道9/3-5參加恩愛夫婦營、9/6-8休假；鍾燕華欣傳道

9/10、陳凱恩副傳道9/9休假。

西区家讯

                                    默想                             ~C.Y.Z.~
眼淚–心靈的言語					聖奧古斯丁曾說：“說話不如歎息，流淚勝於言語”，描述的
是人到神面前的一種禱告方式。他的母親就曾為挽回一度墮落的兒子不住地向神流
淚祈求，終使浪子回到天父的懷抱。再看看聖經裡面，撒母耳的母親哈拿、抹大拉
的瑪利亞、先知耶利米、使徒保羅，他們都在神面前流淚哭泣；大衛王也曾懇求神
把他的眼淚裝在祂的皮袋裡。今天，當我們來到天父面前，或為罪憂傷痛悔、或求
病得醫治，或傾訴或代求，我們仍可確信，祂總不推卻我們的禱告；祂必傾聽、赦
免、憐恤，擦乾我們的眼淚並脫去我們的重擔；“我們雖經過流淚谷，神卻叫這谷
變為源泉之地。”(詩篇84:6)
							親愛的弟兄姐妹，神不輕看我們的眼淚！因祂所要的祭就是憂傷的靈(詩篇
51:17a)。當我們仰望主耶穌時，這位君尊的大祭司就把我們的需要帶到父神施恩的
寶座前，永遠地為我們代求！
"凡靠著他進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為他是長久活著，替他們祈求。"

希伯來書7:25

「幸福的滋味」
9月16日(週五)晚上七點半中秋晚會
9月18日(週日)早上九點半福音主日

講員：王星然長老
請大家預留時間並邀請慕道朋友參加，邀請卡請見今天週報夾頁。

請至教會網站或掃描右邊二維碼預先登記兒童節目(嬰兒-5年級)。



  

青少年部
IIGNIT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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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活動如下：
• D-group(高中生團契) Kick Off：9/4早上9:30在家庭活動中心舉行。
• WITY(青少年敬拜團) Kick Off：請所有提交申請者於9/11(週日)下午1-3點至小禮
堂參加評估及培訓。

本週345讀經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希伯來書/
約翰一書

十章 十	一	章 十二章 十三章 一章

新生命学苑

1.	 各位家長至chinese.whcchhome.org/touchpoint建立個人帳號後，請
檢查您所有孩子的信息是否已經在自己的Family裡。若有錯誤請及
時更正；若發現尚未在冊，請盡快通知兒童部同工將資料輸入，以
保證可以正常使用主日電子簽到系統。

2.	 秋季(9-11月)主日學急需教師同工：嬰兒室早堂(1次/月)9位。有負擔者請與兒
童部同工聯繫：promiseland@whcchome.org。

儿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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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聖經 初信主者、已信主多年者 224 教室

聖經系列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
上過成長系列四門必修課程
及新舊約事蹟與信息的同學

207 教室

一步一步學阿摩司書 204	教室

一步一步學箴言(上) 153	教室

生活系列 知己知彼合家歡 有十二歲以下兒女的父母 221	教室

裝備系列 恩展-活出生命特質 有心參與事奉的基督徒	 205	教室

國語長輩班 祈求聖靈充滿(上) 國語長輩 103	教室

粵语課程

抉擇之路 粵語慕道朋友 圖書館

信仰造就 粵語初信者 206教室

十二先知書 粵語基督徒 222 教室

信仰生活化 粵語長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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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公室：需要1-2位會中、英文打字並會使用基本辦公室軟件的義工；
2.	 國語青年部：國語青年禱告會每週三晚7:30-9:15，需要2位義工（有經濟補
助）看顧兒童（目前有5-8位）。請聯絡蔡惠菁姐妹：407-432-055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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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8 517 385 527
粵語堂 126 * 121 * *
英語堂 241 220 212 244
兒童 123 126 139 145

主日學

中文 238 237 258 217
英語 24 30 24 22
青少年 65 65 65 65
兒童 138 135 137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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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黃美嘉(英)
龐			寧、羅榮慶、戴				穎
曾			芳、梁繼青、楊金碧、孫捷梅
鄺保邦、鄭程程、董子英、David Vice

英國短宣隊義賣籌款

下主日
梁漢釗(英)、張家俊(粵)
龐			寧、魏存良、戴				穎
曾			芳、梁繼青、楊金碧、孫捷梅
鄺保邦、鄭程程、董子英、David Vice

國青家庭團契

*中文堂和粵語堂聯合崇拜

西區奉獻 上週奉獻 每週預算* 今年奉獻累積
2016年支出
(至8月底)

總	數 $24,978 $60,000 $1,347,310 $1,457,618

*每週預算：包括2016年度預算及承先啟後奉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