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崇拜程序 
第六六四 (No.664) 

领会: 吳昕諭弟兄 

二零二一年五月十六日(May 16, 2021) 

信息: 李軒傳道 

序樂 (请安静默禱)    

宣召經文 詩篇 90:1-2,12,14 

讚美詩 

永恆的主 (新心音樂) 

怎能如此（教會聖詩 182） 

依靠耶和華  (新心音樂) 

禱告/主禱文   

詩班獻詩 感謝神（教會聖詩 268） 

啟應經文 使徒行傳 17:1-15 

信息 帖撒羅尼迦的騷動（使徒行傳 17:1-15） 

回應詩歌 生命之道（教會聖詩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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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金句:  

這地方的人賢於帖撒羅尼迦的人，甘心領受這道，天天考查聖經，

要曉得  這道是與不是。所以他們中間多有相信的，又有希臘尊貴的

婦女，男子也不少。 

（使徒行傳 17:11-12） 

 
上週主日聚会人数: 151 人 

 

中文崇拜人数: 84 人 英文崇拜人数: 42 人 

成人主日學人数: 52 人 兒童崇拜人数: 25 人 

主日读书会人数: 18 人 禱告會人數: 17 人 

   消息 
 
 

1. 因為目前疫情的改善，教會計畫在六月六日的主日開始，“部分”

開放實體聚會。在此同時，網路聚會仍然照常同步進行。開放的

實體聚會包括中文崇拜，英文崇拜，兒童崇拜，和中文成人主日

學。實體聚會的人數將因實際情況有所限制。Stage 1 建議從已

經「接種過疫苗的家庭」開始（注：如果一個家庭里的 18 歲以

上的人都接種過疫苗，則該家庭被視為「接種過疫苗的家

庭」）。目前，這四個部門和財產管理部正在進行準備工作。未

來幾個星期會逐步通知弟兄姐妹有關實體聚會的程序和注意事

項。這個計畫和日期，有可能會因 CDC 的疫情報告更新。謝謝

弟兄姐妹的關注。 

 
2. 下個主日崇拜（5/23）有網路聖餐，由黃子嘉牧師帶領主持。請

弟兄姊妹預備心和餅杯來參加。 

 

3. 宣道部徵求本年度一次性宣教士的名單，若您有新的建议，請通

知朱弟兄。电話是 404-217-9070。 

 

4. 下周信息: 黃子嘉牧師;  領會: 劉鐵斌弟兄  

  

 

 

   感恩/代禱  

1. 為教會在六月六日的主日 “部分”開放實體聚會禱告，願主保守

準備工作一切順利，也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及孩子們平安健

康！ 

 
2. 疫情期間為西北堂所支持的宣教士們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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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读经计划---若您按照以下安排查经，你将在三年内读完整本圣经。 

2021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週日 

第 20 周 05/17 05/18 05/19 05/20 05/21 05/22 05/23 

经 文 出 4:18 

-6:9 

出 6:10 

-7:25 

出 

8 

出 

9 

出 

10-11 

出 12: 

1-3 

出 12:37 

-13:22 

 

各团契联络信息 

西北一家 袁玉蝶 (770) 680-5068 仁爱團契 何心彥(405)446-4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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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秋紅 (706) 346-0946 新生命 凌 強 (404) 784-3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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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语团契 盧小玉 (679) 936-8903 约书亚 陳培玲(770) 509-5185 

神州一家 朱国柱 (412)235-1688 合一團契 楊业元(404)375-6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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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会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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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财务状况 

 上周奉献 本年奉献 本年支出 本年结余 

一般奉獻 $2,800.00 $104,284.41 $112,310.40 ($8,025.99) 

建堂奉獻 $0.00 $1,500.00 $0.00 $1,500.00 

Youth Fund $0.00 $300.00 $300.00 $0.00 

Mission Fund $0.00 $3,500.00 $3,000.00 $500.00 

重大设施 

维护准备金 
 $16,800.00 $0.00 $16,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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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慕神 

順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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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