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崇拜程序 
  第七三六 (No.736) 

  领会: 吳昕諭弟兄  

二零二二年十月二日(Oct. 02, 2022) 

信息: 李軒傳道;  司琴: 陳國珍姐妹 

序樂 (请安静默禱)   

宣召經文 腓 2：5-11；太 11：28-30 

讚美詩 

主手所造（教會聖詩 246） 

萬福恩源（教會聖詩 226） 

注目看耶穌（讚美之泉） 

禱告/主禱文   

詩班獻詩 我们愿向主敬拜 (教會聖詩 505) 

啟應經文 出埃及記 20:1-17 

信息 第八诫：不可偷盜 

出埃及記 20：15 

回應詩歌 我一生求主管理（教會聖詩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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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偷盜。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不可貪戀人的房屋；也不可貪戀

人的妻子、僕婢、牛驢，並一切所有的。 

出埃及記 20:15-17 

 
上週主日聚会人数: 173 人 

 

中文崇拜人数:  100 人 

主日學人數: 63 人 

英文崇拜人数: 50 人 

兒童崇拜人数: 23 人 

读书会人数: 人 祷告会人数: 11 人 

 

   消息 

 
1. 西北堂在 10/8 週六 10:00 am - 4:00pm 舉辦社區遊園會，地點在

教會停車場。請大家邀請朋友和周圍鄰居一起來參加。我們為

大家準備了豐富的中華小吃，兒童遊樂設施和歡樂遊戲！ 

2. 感謝 神！西北堂在 神的恩典中成長發展，為能更好的擴展 神

的國度，及有更健全的成長，執事會經過三年多的尋求 神的旨

意，同心禱告祈求，終於在這個月完成了

章程的修改。弟兄姊妹們可以掃描二維碼

看到章程的修訂稿。如果您有什麼建議或

想法，請在 10/7/22 以前，以書面形式具名

向執事會表達。 

3. 下个主日（10/9）1:00PM-4:00PM 在教育厅有楊笑芳（馬師

母）为青少年及家长们举办的两场讲座。 

講題（一）： 沉默出走（Silent  Exodus）在教會長大的青少年

上大學后再回到自己曾經熟悉的教會的比例只有 1/4，讓我們

一起來探討和瞭解青少年信心成長的絆脚石和如何促進青少年

渴慕追求神。 

講題（二）：認識青少年的生態環境與其面對的挑戰 

分析青少年成長的學校和社會文化(尤其是網路世界）給予的影

響，導致他們在信仰過程中面臨的極端化的挑戰，父母，教會

屬靈領袖們，應該如何帶領他們堅定不移走信心之路。 

4. 西北堂 2022 通訊錄初稿已經整理完畢，在更新過程中採用各

團契主席提供的信息，力求詳細，完整。鑑於有些人仍未加入

團契，或本人沒來填寫詳細資料，疏漏之處在所難免。請大家

在核對自家信息的同時也幫助不能來教會的團契成員看一看，

發現錯誤或遺漏之處，請幫忙更正。新版通訊錄貼在大堂佈告

欄內（李傳道辦公室外牆），如你還未登記信息，請在空白頁

面填寫。謝謝！ 

5. 下周信息: 黃子嘉牧師；領會: 陳雄文弟兄; 司琴: 陳國珍姐妹 

6. 本週午餐服務: 西北五家；下週: 合一团契 

  



   感恩/代禱 

求主在許多華人聚集的 Cobb & Kennasaw 附近地區,開展彼此

關懷並廣傳福 音的團契小組聚會，使用成人主日學及合神心

意的團契小組牧養，裝備同工，讓更多同胞聽聞福音，成為神

國子民。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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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週日  

第 40 周 10/03 10/04 10/05 10/06 10/07 10/08 10/09 

经 文 约 

7:25-52 

约 

8:1-29 

约 

8:30-59 

约 

9 
 

约 

10:1-21 

约 

10:22-42 

约 

11:1-27 

 

各团契联络信息 

西北一家 孙凤娟 (678) 510-6167 仁爱團契 何心彥(405)446-4398 

西北二家 朱正直 (770)971-6501 英语团契 盧小玉(679) 936-8903 

西北四家 葉欣生 (678) 860-5244 长青團契 徐再生(678) 800-5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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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0) 695-1546 姐妹会 胡 慧 (518)288-8810 

粤语團契 麦源开(404) 422-6083 约书亚 陳培玲(770) 509-5185 

神州一家 曾 艷  (678)620-9912 信望爱 刘大宇 (678) 899-3618 

神州二家 沙玫伶(678-200-5951)  合一團契 楊业元(404)375-6632 

禱告会 2022 禱告会时间：每礼拜二晚上八点钟在 the trai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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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rthwest 
 

2022财务状况 

 上周奉献 本年奉献 本年支出 本年结余 

一般奉獻 $3,900.00 $263,073.87 $294,140.39 ($31,066.52) 

建堂奉獻 $0.00 $450.00 $0.00 $450.00 

Youth Fund $0.00 $2,400.00 $2,400.00 $0.00 

Mission Fund $0.00 $6,850.00 $6,850.00 $0.00 

重大维护 

准备金轉入 
 
 

$37,800.00 $18,693.08 $19,106.92 

7:45am - 8:45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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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裡到外的 

屬靈復興 
從自我 

到教會 

到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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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