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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八月六日(Aug. 06,2017)
信息: 盧大偉傳道；司琴: 陳国珍姊妹

(请安静默禱)
诗篇 113:1-3
颂赞主圣名 (教會聖詩 259 )
他是神 (教會聖詩 209)
古舊十架 (教會聖詩 187 )
天韵 宝贝
罗马书 3:21-30
福音的奥秘与信徒的生活 （以弗所书 3:1-13）
坚固磐石 (教會聖詩 69 )

三一頌 (教會聖詩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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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白白的称义。
罗马书 3: 23-24

上主日聚会人数: 304 人
中文崇拜人数: 179 人
成人主日学人数: 88人

英文崇拜人数: 71 人
儿童崇拜人数: 54 人
7/25祷告会人数: 24人

消息
1. 2018 年度執事人選由会众推举, 提名委员会讨论，和执事会表决
通过，选出刘铁斌，黄燕和周奇峰三位弟兄姐妹为下一年度新
的执事会成员。如果你对以上人选有不同意见，请在九月三日
（礼拜天）之前以书面形式具名､据实向卢大伟传道，Hee
Sung Shin 传道，或执事会主席李小旺弟兄反映。
2. 愉快的暑期生活结束了。转眼我们就盼来了 2017 年姐妹会的第
三次聚会。这次聚会我们将探讨：如何在灵命健康成长的同时，
追求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生活变得更加充实美好！可別忘了把
你最新學的，或是做得最可口的菜帶來分享！（如果是第一次
來參加的姊妹不需要帶菜）。
聯絡人：聂清泉 email： qnie@3dMD.com
時間：8 月 26 日（週六）5:30PM ~ 9:00PM
地點：1397 Waterford Green Dr, Marietta, GA 30068.
电话： 678-585-3684
3. 八月 12 日（星期六）上午 10:00 – 1:00 長青團契有聚會。聚會內
容：健身操、唱讚美詩。歡迎年長的兄弟姐妹及慕道友帶新朋
友來參加，也請兄弟姐妹們把自己的父母親送來參加聚會，讓
更多的人聽到福音。聚會後大家共進午餐。
4. 亚特兰大华人基督教会西北堂年度乒乓球比赛将于八月十九日
在 EC Sports Club 举行。我们仍以团体方式报名比赛。请各团契
尽快组织球队加紧练习，参加比赛。报名联系：杨业元
（chris.yang7@gmail.com）左军（jzuo09@gmail.com）。报名
截止日期为 8 月 12 日。8 月 13 日主日学后分组抽签。
5. 下周信息: 黃子嘉牧師; 領會: 李小旺弟兄; 司琴: Jessica Wang
6. 午餐服务: 本周: 神州一家和神州二家；下周: 约书亚团契

感恩/代禱

1. 教會2017 年一次性支持宣教(士)機構為 : Teddy/ Carrie( 宣教士) ,
屏東靈糧堂（弱勢學生獎助金）, Matt Lin（多文化青年宣道）,
Brend Carter (客家少數民族宣教,黃光賜 牧師（非洲尼日教堂興
建），也為他們事工禱告。
2.朱国柱弟兄的母亲朱美珍姊妹于8月1日凌晨2点安息主怀。国柱
弟兄上周日赶回国见了母亲最后一面。让我们在祷告中纪念他们
一家。愿神安慰和赐平安给国柱和他的家人。
停车场扩建
奉献

一般
建堂
Youth Fund
Mission Fund
重大设施维护

2017 财务状况
上周
全部
$1,650
$195,660
奉献
上周
本年
$7,658.75 $238,304.30
$0.00
$1,100.00
$0.00
$8,858.36
$300.00
$1,050.00

倘需
$14,340
支出
本年
$171,251.93
$0.00
$12,738.28
$0.00
$6,350.00

亚特兰大华人基督教会西北堂
Atlanta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Northwest

累计支出
$392,897.39
结余(欠)

福音
是神的大能

$37,652.37
$1,100.00
($3,879.92)
$1,050.00
$23,050.00
9:30am - 10:45am
11:00am - 12:00pm
9:30am - 10:30am
10:30am - 12:0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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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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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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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团契联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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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凤娟 (678) 510-6167
仁爱团契 吕水音 (404) 910-2425
張慧寶 (770) 971-6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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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萲 (678) 462-5244
新生命
卓羽 (678) 907-3228
李亚伟 (678) 290-1373
姐妹会
聂清泉 (770) 310-0657
王中华 (404) 702-9154
约书亚
白斯宇 (850) 320-5355
赵信义 (770) 973-8817
合一团契 刘雅斌 (678) 943-6395
朱 曦 (678) 538-7548
神州二家 华国强 (404) 428-7631
刘大宇 (678)899-3618
2017 八月禱告会时间 08/08，08/22 (星期二) 8:00PM

盧大偉
申熙星

儿童事工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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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