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福音教会小组聚会表 

*欢迎新来教会的朋友参加家庭小组活动，请与您居住就近的小组长联系。 

教會奉獻(奉獻支票抬头请写： CGC) 

十月經常費奉獻 $41,165.00 每月總奉獻目標 $31,250.00 

十月教堂建築奉獻 $90.00 十月 Love fund $100.00 

十月青年差传奉献 $100.00   

十月差傳奉獻 $900.00 十月午餐奉献 $1,232.00 

目前全年經常費奉獻累计 $330,916.01 全年經常費奉獻 $375,000.00 

目前全年奉獻累計 $348,581.01 全年奉獻總目標 $400,000.00 

 

 

 

 

 

 

 

 

 

 

 

 

 

中華福音教會 

Chinese Gospel Church 

Tel: (734) 464-7077 

牧師(Pastor): 沈信權弟兄(Xinquan Shen) 

英语牧師（English Pastor): Richard Goers 

Youth Pastor： Benjamin Shearer 

主日敬拜 ---主日上午十時 

 兒童主日學---主日上午十時 

 成人主日学---主日上午十一時三十分 

35301 Five Mile Rd，Livonia，MI 48154        

http://www.cgc-detroit.org/ 

 

小组/团契 時間 负责人/地点 電話 

教會禱告聚會 週三 
晚 7-8(月末 7:30-

8:30) 
地點：教會 734-464-7077 

青年(Youth)聚會 週五 晚 七點半 地點：教會 734-464-7967 

少年(Preteen)聚會 週五 晚 七點半 肖玉刚 248-767-8175 

姐 

妹 

會 

     

Novi 週四 上午十點 林玲姊妹 248-349-6301 

Livonia 週二 早 十點 吴秀红姊妹 734-432-6032 

細 

  

胞 

  

小 

 

组 

  

聚 

  

會 

 

FrmHls 週五 晚 七點半 郭進端，朱安珊 248-473-4416 

Novi(1) 週五 晚 七點半 姜建斌，杨徐洁 248-719-4911 

Novi(2) 週六 晚 七點半 朱兆明，刘玮 248-721-8284 

Novi(3) 週六 晚 七點半 何 捷，邵秋萍 248-305-9370 

Novi(4) 週五 晚 七點半 牛强，王玉平 248-982-4167 

Novi(5) 週五 晚 七點半 林华，张珏 734-545-9984 

Novi(6) 週五 晚 七點半 戴林华，李成涛 248-305-5531 

家人聚会 周四 早 10-1:30 何健雄，童玉菊 248-305-7102 

Northville(1) 週五 晚 七點半 钟宏伟，苗欣然 248-792-1925 

Northville(2) 週五 晚 七點半 王文波，赵蔚 248-962-3188 

Livonia 隔週五 晚 七點半 刘志新，范萌 614-288-5608 

Canton(1) 隔週六 晚 七點半 陸經文，韩黎明 734-354-3764 

Canton(4) 隔週六 晚 七點半 沈润南，杨丽敏 313-673-5444 

Canton 青年组 週五 晚七點半 朱一鸣，李丝丝 248-525-1392 

Westland          周五 上午 9-11 陈效增 734-837-2077 

 UMD 大学生 周五 晚 六点半 陈欣、沙航行 313-338-5965 

 Southfield 周四 晚 七点半 方圆，林纯纯 315-751-5528 

http://www.cgc-detroit.org/


~~~~~~~~~~~~~~~~~~~~~~~~~~~~~~~~~~~~~~~~~~~~~~~~~~~~~~~~~~ 

主日敬拜(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 

以詩歌禱告來敬拜神  

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必赐

力量给祂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給祂的百姓。（诗篇二十九篇 10-11

） 

 

题目: 伊斯兰国和神国 

圣经: 路加福音 13 1-9 

大纲:我们这悲惨的世界，要被神美丽温暖的国胜过 

         耶稣是进入神国的窄门，拥抱一切谦卑悔改的人 

 

神家消息 

一.下周主日 11/29 江維德弟兄一家将会在教会作特别分享。 

二.教会定于 12/19（星期六）晚上举行圣诞节庆祝活动，由各细胞小组准备节目。请小组长们

将节目单于 11 月 22 日前告知陈玉玲姊妹。 

三.本周三（11/25）晚上教会祷告会时间 7：30-8：30，盼望更多弟兄姐妹踊跃参加。 

四.明年 VBS 时间调整为学期结束后第二个星期，从 6/27 到 7/1，请家长们提前预留时间。 

五.教会计划 11/29 安排浸（洗）礼，请决定受浸（洗）的弟兄姐妹向小组长或肖玉刚弟兄报名

。 

六.2016 年度教会财政预算已公布在大厅内，请弟兄姐妹们关注。 

 

代禱事項： 

一.请为下周主日 11/29 教会受浸（洗）聚会代祷。 

二.请為 Preteen、儿童主日学 k-5 寻找老师和信息讲员代祷，求主预备合适的工人。 

三.请为许则芳姊妹、周元弟兄手术后的康复代祷。 

四.請為 Pastor Ben、王丽娟姊妹、陈应潮姊妹、郭彩兰姊妹、陈珠英姊妹、陈芳萍姊妹、黄金

陵姊妹、沈润南弟兄的父亲、小 Jerry 等的身体健康代禱。也為教会其他有疾病的肢体代祷

。 

五. 請為弟兄姐妹家庭中未信主的配偶祷告。 

六. 請為找工作的弟兄姐妹、学生们祷告。 

七. 请为怀孕的姊妹陈薪羽（11/30）代祷 

八.本周请为 Novi 姐妹会代祷，负责人： 林玲姊妹。 

主日服事表 

工作項目 
本週 下週 

11/22/2015 11/29/2015 

主 

日 

敬 

拜 

信息(擘餅) 吴正宇 江維德 朱惠麗 

領會 赵秉刚 謝文華 

敬拜主持 何力 左大军 

司琴/歌唱 CGC 敬拜团 CGC 敬拜团 

英文堂信息 Richard Goers Richard Goers 

英文主日學 Richard Goers Richard Goers 

青年主日學 Benjamin Shearer Benjamin Shearer 

儿童主日學 

校长及主要同工:  奚冰峰, 锺宏伟, 王裘红, 李静, 王玉平 ，俞一菱 (育嬰) 

班主任: 李丝丝，唐亚萍, 孟德芳, 张秀蓉, 朱兆明/郭成运, 马彩霞/董晓锋，

生竭颂 

成人主日學 校长: 牛强  老师(10 月-12 月): 沈信權, 谭华林，肖玉刚，陈玉玲，谢文华 

招待 陈玉玲，宋福印，付向群 沈润南, 王文波, 胡志全 

婴孩看顾 刘静, 杨丽敏 刘静, 谢小莉 

午餐及清理 
王文波(Northville-2)/Canton 青年

组 

陈欣、沙航行(UMD 大学生小组） 

十一月週報:陈浩   網頁:刘皎 范辽亮 圖書:張筱林 音響:王一扬 谢文华  

禮賓:胡志全  教堂維護:Jerry Tzau  愛宴:马中会  厨房:陈伟芬   擘餅:阮善衷 蒋大善    电视:张维明 

年长者接送事工 十一月 ：徐晓宁 

 

11/22/2015 主日活动程序表 

时间 
10:00-

10:30AM 

10:30-

11:20AM 

11:30AM-

12:15PM 

12:15-

1:00PM 

1:00pm-

2:30pm 

内容 音乐敬拜 讲道,信息 主日学 午餐和交流 英文堂 

 

10 月- 12 月成人主日学安排 

教室 课程 教室 课程 

大堂 DVD 门徒的学习   (谢文华负责) Cry Room 登山宝训 2（谭华林，肖玉刚，陈

玉玲） 

#104 大学生聚会（刘均彪王德新） #205 初信造就(沈信權) 

上周主日聚會人數 

兒童 61 人 英文 49 人 中文 170 人 合計 280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