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崇拜程序 
第六三五 (No.635) 

领会: 劉強弟兄 

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五日(Oct. 25, 2020) 

信息: 李軒傳道 

序樂 (请安静默禱)    

宣召 诗篇 95:1-3 

會衆詩歌   永恒的主  (新心音樂事工) 

禱告/主禱文  

會衆詩歌 這一生最美的祝福  (讚美之泉) 

啟應經文 使徒行傳 9:1-31 

信息 掃羅轉變歸主  (使徒行傳 9:1-3) 

回應詩歌 奇異恩典 (教會聖詩 75) 

迎新報告   

頌榮 三一頌 (教會聖詩 256)   

祝禱  

阿们颂 三叠阿們 (教會聖詩 527-A)   

默禱   

殿樂   

本周金句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

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 

(以弗所書 2:8-9) 

 
上週主日聚会人数: 155 人 

 

中文崇拜人数: 84 人 

成人主日學人数: 56 人 

英文崇拜人数: 45 人 

兒童崇拜人数: 26 人 

主日读书会人数: 17 人 10/22 祷告会人数: 16 人 

  
  

   消息 
 

1. 根据目前 Cobb 地区的 COVID-19 疫情的状况，加之全美国进入紧急

状态，执事会做出以下决定： 

1) 3/29 日开始，主日崇拜安排: 教会采用 Zoom 的方式进行; 弟兄姐

妹及朋友们留在家中，通过视频的方式参加主日敬拜;时间 9:30AM.  

2）从 3/15 开始，成人主日学也使用 Zoom 工具。 

3）从 3/16 开始，所有在教会的聚集活动都暂停，而改成在 Zoom

上，其中包括周二的祷告会；周末及周间的团契聚会；儿童部的

AWANA；青少年的周五聚会；主日读书会；晨祷；主日崇拜；主

日学；以及各部门的事工（包括周间的乒乓球活动，周日诗班练

习，周日下午的青少年排球活动，西乔学生事工）；教会聚会恢复

时间根据疫情发展的情况另行通知。 

2. 對於疫情期間，教會如何施行聖餐，執事會作了以下決定： 

1)   教會在每個月第一個主日下午 2:00pm，由教牧同工主持 “實

體聖餐”。如果“實體聖餐”在教會室内舉行，參與“實體聖餐”的

人數，必須符合當前教會重啓開放的人數。 

2)  當月份其他主日，如果由姐妹堂（母堂和北堂）的牧師講道，

教會將邀請姐妹堂的一位牧師主持“網絡聖餐”。 

 a)  如果姐妹堂牧師不能來教會，當日崇拜只有“網絡崇拜”， 牧

師將於崇拜時間，主持“網絡聖餐”。 

 b)  如果姐妹堂牧師能來教會，當日崇拜是“實體崇拜”和“網絡     

崇拜”同時進行。牧師將於崇拜時間，同時主持“實體聖餐”和“網

絡聖餐”。參與“實體聖餐”的人數，必須符合當前教會重啓開放

的人數。 

3) 聖餐的餅杯,請弟兄姐妹,在教會所定的時間,前來教會領取。 

3. 週日宣道主日学(11 月 1 日), 是由 Lisa Wen 姐妹来分享: 中国宣教事

功。欢迎参加! Zoom ID 847 7525 1652, PW acccnw 

4. 捐助物品收集时间:每个月最后一个周六 10:00 am – 2:00 pm, 到年底

還有三次收集，依次為：10/31, 11/21, 12/19/2020 ，感謝弟兄姐妹的奉

獻和愛心。 

5. 下周信息: 盧大偉助理牧師;  領會: 朱國柱弟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csp5STF9uk新心音樂事工


   感恩/代禱   

 
1. 請弟兄姊妹繼續為Grace Lin 姐妹身體早日康復代禱，也求主加力量，
賜平安給家人。 

 
2. 為疫情期間世界各地的宣教士們禱告,求主保守他們的家庭, 賜給

身心靈的健康和平安。 

 

 

 2020读经计划---若您按照以下安排查经，你将在今年内读完整本圣经。 

2020 1 2 3 4 5 6-7 

第 43 周 10/26 10/27 10/28 10/29 10/30 10/31 

经 文 路 

16-19 

路 

20-21 

路 

22-24 

約 

1-4 

約 

5-7 

約 

8-11 

 

各团契联络信息 

西北一家 孙凤娟 (678) 510-6167 仁爱團契 李丽敏(203)272-8008 

西北二家 朱正直 (770)971-6501 粤语團契 麦源开(404) 422-6083 

西北四家 葉欣生 (678) 860-5244 长青團契 金鑫鑫(678) 522-4040 

西北五家 李亚伟 (678) 290-1373 新生命 许君淘(404) 791-9903 

丰盛团契 劉尹權 (678) 742-8637 姐妹会 胡 慧(518)288-8810 

英语团契 赵信义 (770) 973-8817 约书亚 陳培玲(770) 509-5185 

神州一家 朱国柱 (412)235-1688 合一團契 高 芸  

信望爱 刘大宇 (678) 899-3618 神州二家 范思泓(404) 936-8611 

禱告会 2020禱告会时间：每礼拜二晚上八点钟在網上 

  亞特蘭大華人基督教會西北堂
Atlanta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Northwest 
 

2020 财务状况 

 上周奉献 本年奉献 本年支出 本年结余 

一般奉獻 $5,630.00 $243,974.91 $351,253.83 ($107,278.92) 

建堂奉獻 $0.00 $3,000.00 $0.00 $3,000.00 

Youth Fund $0.00 $12,600.00 $12,600.00 $0.00 

Mission Fund $0.00 $6,450.00 $6,450.00 $0.00 

重大设施 

维护准备金 
 $37,800.00 $19,000.00 $18,800.00 

武漢家庭教会

爱心奉献 
$0.00 $11,952.00 $5,988.91 $5,963.09 8:00am - 9:00am 读书会 

9:00am - 9:15am 晨祷 

9:30am - 10:45am  中文崇拜  

11:00am - 12:00pm 
9:30am - 10:30am 

10:30am - 12:00pm 

中文主日學 

儿童崇拜 

儿童主日學 

9:30am - 10:30am 英文主日學 

11:00am - 12:15pm 英文崇拜 

盧大偉 助理牧師 

李 軒  中文傳道 

齊 恩 學生事工傳道 

 亞特蘭大華人基督教會西北堂 
Atlanta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Northwest 

地址: 1837 Bill Murdock Rd., Marietta, GA 30062 

電话: (770) 971-1837 

 
ACCCNW 

網址: www.acccnw.org  

電子郵件: info@acccnw.org 

 

基督 
在凡事上居首位 

tel:404-702-9154
http://www.acccnw.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