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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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九月十八日
上午9:30至10:45

宣召
敬拜讚美

禱告
迎賓及報告

獻詩
證道:「恩典的滋味」

(路加福音 19:1-10)

王星然長老
回應詩
祝禱

晓士顿西区中国教会

恩典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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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慕道朋友至圖書館參加「抉擇之路」課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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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致謝：蒙王星然長老蒞臨本會，在中秋晚會分享福音並在今天中文堂證道，
謹此致衷心之謝意，願神賜福他的事奉。

4. 西區之家：今天崇拜結束後，家有嬰孩至18歳孩子的父母可至西區之家專檯
領取一套介紹「信仰之旅」的概覽材料，以幫助您清楚知道教導兒女屬靈成
長的路線。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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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浸禮/會友班：課室改至205教室。分別於今天及下主日9/25(會友班)下
午1:00-2:15上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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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電影之夜： 訂於9/30(週五)晚七點在小禮堂放映英文電影「米芝蓮摘星奇
緣」(The Hundred-Foot Journey)，影片結束後有分享討論，歡迎孩童與家長
闔府觀賞。

8. 西區教會年度健康日：10/8(週六)下午1:30-4:30。服務鄰近社區，提供免費
健康咨詢及服務。當日需要多位義工及西班牙語翻譯員協助，有負擔參與
者，請移步到大廳證記或與王進弟兄聯絡jinwts@yahoo.com。

9. 停車位：教會希望有更多的停車位留給新朋友和慕道朋友，因此需要有至少
30位弟兄姊妹自願使用步行3分鐘外的Guthrie Career Center（Burger King旁）
停車場，謝謝！

10. 維護兒童安全：為安全起見，教會禁止孩童們在活動中心舞台上、走廊及停
車場玩耍或打球，如有目擊者及家長看到孩童做以上事情，請當場糾正，共
同維護孩童們的安全。

11. 北美華神延伸制課程：於10/6(週四晚)-10/9(週日下午)在本教會舉辦。由方
鎮明牧師講授 系統神學I「基督論 救恩論」。聯絡人：李永德(Judy Wong)姊
妹：832-671-3466,judyw73@gmail.com。

12. 2016「瑪拉基書」讀經營：十步釋經讀經營於10/21(週五晚) 
-10/23 (週日下午)在本教會舉辦，講員：賴若瀚牧師。聯絡人：楊
采燕姊妹: 713-301-6901，roseyoung@sbcglobal.com。網絡報名請至         
www.sagos.org或掃描右邊二維碼，10/9報名截止。

13. 奉獻記錄：財務部將每月的奉獻明細張貼在大廳佈告欄，請大家撥冗核對，若
有差錯請即通知財務部同工：treasury @whcchome.org。

14. 教牧行蹤：教牧同工於9/21-23參加教牧退修會，王謝荔9/19-10/7休假。

西区家讯

                                    默想                             ~C.Y.Z.~

永存之城      早年的我搬家多次，十分渴望能在一個地方安頓下來，有個穩定的居
所。其實，人在一座城市定居久了，就像樹在土裡扎下根，年年月月生活其中，不知
不覺就會對其中的人事物產生某些依戀。若搬離，多少有些拔根的感覺。
聖經上說，該隱造了世界上第一座城 (創4:17)，為使自己脫離四處流離的處境。儘管
神的心意是要人分散開來、生養眾多遍滿全地，但人類卻不斷建造城市聚集起來，并
以身處大城為榮。就現代定義而言，城市被看做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
在歷史的長河裡，那些有名的大城如尼尼微、巴比倫、孟菲斯、羅馬、雅典都衰落
了，它們的榮耀如曇花一现。原來，世上沒有一座城是永存的！人若愛世界不愛神、
貪戀物質放縱情慾，終將要與其生存的城市一同滅亡。原來，神的心意是要我們愛
祂、謙卑與祂同行，并彼此相愛一同盼望祂為我們預備的那座天上的永久之城。
         希伯來書13:14 “我們在這裡本沒有常存的城，乃是要尋求那將來的城。”



  

青少年部
Ignite青少年團契：每月第二、三、四週的週五晚上7:30-9:30在教會小禮堂舉行。
D-group青少年主日學：門徒栽培課程，每主日早上9:30-10:45分組上課。

• PTA家長會：請所有青少年的家長於9/25(下主日)中午12:30攜帶午餐至153
教室參加新學期家長會。

• 青少年浸禮班：分別於10/2,10/9,10/23,10/30四個主日開課。浸禮將於
11/27下午舉行。請盡快向鍾燕華欣傳道 jodi.chung@whcchome.org報名。

本週345讀經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約翰三書/
雅各書

一章 一章 二章 三章 四章

新生命学苑

1. 10/16幼兒祝福禮：請到嬰兒部領取申請表，10/2截止報名。父母需一起參
加「祝福禮課程」，請於10/9(週日)下午12:45- 2:00至115教室上課。

2. 秋季(9-11月)主日學急需教師同工：嬰兒室早堂(1次/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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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來賓及慕道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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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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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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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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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 588
粵語堂 120 * * * *
英語堂 207 228
兒童 120 144

主日學

中文 248 315
英語 19 23
青少年 65 97
兒童 124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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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國榮(英)、徐 智(粵)
羅佳儀、魏存良、戴   穎
曾   芳、梁繼青、楊金碧、孫捷梅
鄺保邦、鄭程程、謝永璋、高嫚璘
活水、愛居、T&C小組

下主日
TBD(英)、張家俊(粵)
羅佳儀、魏存良、戴   穎
曾   芳、梁繼青、楊金碧、孫捷梅
鄺保邦、鄭程程、謝永璋、高嫚璘
佳鄰、屬天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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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488 $60,000 $1,426,109 $1,457,618

*每週預算：包括2016年度預算及承先啟後奉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