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

崇拜程序
第五二零 (No.520)
领会: 谷元根弟兄
領詩: 英文部讚美团
信息: 史文森牧師
序樂 Prelude
宣召
Call to Worship
赞美祷告
讚美詩
Hymns of Praise

二零一八年八月十二日(Aug.12,2018)
Worship Leader: James Gu
Praise Team: EM Praise Team
Sermon: Rev. Allen J Swanson

(请安静默禱) silent prayer
诗篇 48:9-10
Psalm 48:9-10
Prayer of Praise
万口欢唱（教會聖詩107）
O For A Thousand Tongue to Sing (HGP107)
千万个理由 10,000 Reasons
主替我捨身 Jesus Paid It All (HGP193)
读經
罗马书 3:21-26
Scripture Reading
Romans 3:21-26
信息
隐藏的力量 (撒下11:1-5; 诗 68:30)
Sermon
The Power of the Hidden
II Sam.11:1-5; Psalm 68:30
回应诗歌
主替我捨身（教會聖詩 193）
Response Hymn
Jesus Paid It All (HGP193)
迎新报告
Welcome and Announcement
Benediction
祝禱
頌榮 Doxology
三一頌 (HGP 256)
默禱
Meditation and silent prayer
殿樂
Postlude
本周金句: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
稣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 (罗 3：23-24)
for all have sinned and fall short of the glory of God, and are justified by
his grace as a gift, through the redemption that is in Christ Jesus,
(Romans 3: 23-24)
上主日聚会人数: 321 人
英文崇拜人数: 81 人
中文崇拜人数: 180 人
儿童崇拜: 60 人
成人主日学人数: 76 人
08/07 祷告会人数: 16 人
08/05 主日读书会: 11 人

1. 2019 年度執事人選由会众推举和执事会表决通过，选出吴昕諭與何威两

2.

3.

4.

5.

6.

7.

8.
9.

位弟兄成为下一年度新的执事会成员。如果你对以上人选有不同意见，
请在今年九月二日（禮拜天）之前以书面形式具名向卢大伟助理牧师和
执事会主席李小旺弟兄反映。
萬軍宣教事工分享 - 8/19/18 下周日下午一点黃錦聯/黃貴珍醫師夫婦
(Robert Wong DDS & Christine Wong RN)是萬軍團隊在美洲的聯絡人。神
給萬軍的托負就是傳福音建立教会! 十幾年來,他們經常往禾場去,多方面
的關懷宣教士們，同時在美國及加拿大眾教會中傳遞信息,召兵買馬。他
們使用禾場實際照片,影片加上活生生的真實故事來作見證。我們的神今
天仍然在行大事,仍然坐著為王!願這些見證,能像火種一樣地加添我們宣
教的熱力和能力!尤其許多中東和非洲國家,飽受天災人禍及戰爭之苦,萬
軍的宣教士們也正在服事中東和非洲的大量難民!非常需要各位宣教的夥
伴們集中力量,搶著去將天國的福音傳給他們。
西北堂乒乓球比赛将于八月十八日举行。请各团契准备报名参加。如果
担心参赛选手不够，可以组织联队。 聯絡人：張宏404-435-2844, email:
jackhzhang@hotmial.com
请弟兄姐妹邀请朋友观看在 ACCCNW 举行的 2018 亚城剧坊戏剧之夜“回
家” 时间：8/17/2018 （星期五）8:00PM 9:30PM 地点：亚特兰大华人基督教会西北堂 1837 Bill Murdock Rd.
Marietta, GA 30062
九月九日在教會成立十週年的感恩崇拜中，詩班的獻詩「我要盡一生服
事主」，邀請過去十年曾經在詩班事奉的弟兄姊妹加入，請在 8/19 和
8/26 一起練習（1:30pm@T1），並在 9/2 下午兩點在大堂的詩班席作最
後的練習。有感動的，請在以上所列的時間地點參加練習。
教会将在 10/14 星期天进行浸礼，请已经决志并且明白神救恩道理的弟
兄姐妹向左军弟兄报名(4046302307，jzuo09@gmail.com)，并参加从九
月份开始的受浸班。报名截止日期 8/31。请弟兄姐妹为参加受浸的弟兄
姐妹祷告，求神保守引领。
儿童部正在更新儿童及家长资料库，请家长们到儿童部核对。没有参加
今年 VBS 的孩子请家长留下 email，收到 link 后重新填写资料，谢谢你们
的合作。幼儿看顾下一季（9-11 月）值日表已经发出，请弟兄姐妹们通
过微信/email 链接，或教会网站 sign up，谢谢你们对儿童事工的支持。
下周信息: 齐一仁牧师; 領會: 劉尹权弟兄; 司琴: Grace Li 姐妹
午餐服务: 本周: 神州二家; 下周: 信望爱团契

感恩/代禱

亚特兰大华人基督教会西北堂

1. 上週四晚上（08/09）, 白水有20多位同學來教會聚餐，有二十多位
同工帶來了豐盛的菜餚，水果和甜點，餐後有分享見證和福音短
講。許多同工參與接送學生，向他們傳福音，同學們 很受感動。
願神打開學生們的心，有聖靈光照他們，引導他們認識真理，接
受耶穌為他們生命的主宰，得著上帝所賜寶貴的救恩。

一般奉獻
建堂奉獻
Youth Fund
Mission Fund
VBS Fund
重大设施维护

上周奉献
$13,810.33
$0.00
$0.00
$0.00
$0.00

2018 财务状况
本年奉献
本年支出
$236,420.59 $250,972.17
$5,850.00
$0.00
$11,772.35
$11,337.08
$4,500.00
$1,474.34
$6,023.76
$6,023.76

Atlanta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Northwest

福音
是神的大能

本年结余
($14,551.58)
$5,850.00
$435.27
$3,025.66
$0.00
$29,400.00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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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第六天
08/13
08/14
08/15
08/16
08/17
08/18
第 33 周
经文
耶利米
哀歌
以西結
以西結 以西結 以西結
50-52
1-5
1-3
4-7
8-11
12-15

西北一家
西北二家
西北三家
西北四家
西北五家
丰盛团契
英语团契
神州一家
信望爱
禱告会

各团契联络信息
李淑宁 (607) 379-0278 仁爱团契 吕水音(404) 910-2425
穆玉珍 (678) 367-5213 粤语团契 麦源开(404) 422-6083
黃光順 (678) 978-6009 长青团契 徐再生(678) 800-5099
葉欣生 (678) 860-5244 新生命
卓羽 (678) 907-3228
李亚伟 (678) 290-1373 姐妹会
王雅庭(972) 369-3342
李 蕾 (404) 372-6517
约书亚
吕廷城(770) 973-5977
赵信义 (770) 973-8817 合一团契 刘雅斌(678) 943-6395
吴 巍 (518) 882-8885
神州二家 谭 倬 (281) 216-7931
刘大宇 (678)899-3618
2018 禱告会时间：每礼拜二 晚上八点钟在教会诗班室

9:00am – 9:15am 晨祷
9:30am ~ 10:45am 中文崇拜,
11:00am ~ 12:00pm 中文主日学
9:30-10:30am 儿童崇拜
10:30-12:00am 儿童主日学
9:30am ~ 10:30am 英文主日学
11:00am ~ 12:15pm 英文崇拜

盧大偉
申熙星

助理牧师
英文事工主任

亚特兰大华人基督教会西北堂

ACCCNW

Atlanta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Northwest
地址: 1837 Bill Murdock Rd., Marietta, GA 30062
电话: (770) 971-1837
网址: www.acccnw.org 电子邮件:
info@acccnw.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