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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二月十一日(Feb.11,2018)
信息: 黃子嘉牧師；司琴: Jessica Wang

(请安静默禱)
詩篇 145:1-2
尊贵的主 (教會聖詩 497)
我的神, 我的父, 我的磐石 (新心音樂)
祢對我的愛
牽我的手（新心音樂）
以弗所书 5:1-10
基督徒行事準則
林前 6:12；10:23、24、31
我一生求主管理 (教會聖詩 291)

三一頌 (教會聖詩 256)

本周金句
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用和平彼此聯絡，竭
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
以弗所书 4:2-3

上主日聚会人数: 267 人
中文崇拜人数 : 142 人
成人主日学人数: 67人

英文崇拜人数: 75 人
儿童崇拜人数: 50 人
02/06祷告会人数: 20人

消息
1. 進入大堂之後，請預備朝見神的心，安靜默禱等候敬拜開始。
欢迎第一次参加本堂主日敬拜的新朋友，崇拜后请在大厅稍
候，本堂有专人接待你们，并介绍教会。
2. 儿童部急需婴幼儿看顾同工，每周日 9:25-10:45，10:40-12:00，
每个时间段 4 人，请愿意服事的弟兄姐妹与黄燕联系 4042712248，yanh18@gmail.com。儿童部也迫切需要春季和夏季主
日学（preschool -5th 年级）老师和助教，10:30AM-12:00PM，请
愿意来教儿童的弟兄姐妹联系黄燕或 David Loh。
3. 今年有七位团契主席卸任，同时有七位弟兄姐妹接任各团契工
作。他们是：西北一家：李叔宁姐妹；二家：穆玉珍姐妹；四
家：葉欣生弟兄；丰盛团契：李蕾姐妹；神州一家：吴巍弟
兄；神州二家：谭倬弟兄；姐妹会：王雅庭姐妹。求主祝福他
们及家人，记念他们为主所作工，成为美好的见证。
4. 教会将在复活节主日(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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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参加从三月份开始的受浸班。请弟兄姐
妹为参加受浸的弟兄姐妹祷告，求神保守引领。
5. 我们教会在尋求牧师的这件事上，需要弟兄姐妹们付出更多禱
告的代价，本月份开始每周二晚上八点，在教会诗班室有禱告
会，敬请关心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踴躣参加。
6. 教会财务部已将2017年度奉献收据准备好，如果您还没有拿到
的话，今天崇拜之后还可以来办公室拿取。谢谢！
7. 2018年美东南福音营于3月23日（星期五）至3月25日（星期
日）在Shocco Springs,Alabama举行。此次邀请到自台湾的刘志
雄长老及来自大陆的李洪军长老。请兄弟姐妹为本次营会祷
告，并邀请福音朋友参加，为所邀请的福音朋友祷告，求神挪
去拦阻。报名从即日起至3月4日止，填完报名表后交给团契主
席或投入奉献箱。报名表及营会详细信息可以从以下地址下载
www.segospelcamp.org，或在教会大厅招待桌上。
8. 下周信息: 史文森牧師; 領會: EM; 司琴: EM
9. 午餐服务: 本周: 信望爱团契；下周: 丰盛团契

感恩/代禱

亚特兰大华人基督教会西北堂

1. 为KLC 学生事工祷告：求神保守已经决志的同学丰盛生命学
习，及继续为其他学生们能打开心门接受救恩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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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为西乔⼤学福音事工祷告：同工们 每隔⼀周的周六去探访学
生并送餐。愿更多的弟兄姊妹们参加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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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财务状况
上周奉献
本年奉献
$6,784.00
$34,470.50
$0.00
$500.00
$0.00
$1,500.00
$0.00
$0.00
$0.00
$0.00

本年支出
$21,030.88
$0.00
$2,000.00
$0.00
$0.00

福音
是神的大能

本年结余
$9,239.62
$500.00
($500.00)
$0.00
$4,200.00

9:00am - 9:15am
9:30am - 10:45am
11:00am - 12:00pm
9:30am - 10:30am
10:30am - 12:00am

晨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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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15pm 英文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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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第六天
第七周
02/12
02/13
02/14
02/15
02/16
02/17
经文
利未记
利未记 利未记 民数记 民数记 民数记
18-20
21-23
24-27
1-4
5-8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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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叔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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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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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