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拜程序
第五二九 (No.529)
领会: 周奇峰弟兄
司琴: 王琛琛姐妹
信息: 盧大偉助理牧師
序樂 Prelude
宣召
Call to Worship
讚美詩
Hymns of Praise
祷告
献诗
Choral Dedication
读經
Scripture Reading
信息
Sermon
回应诗歌
Hymn of Response
洗禮見證
Baptism Testimonies
迎新报告
洗禮 Baptism
祝禱
頌榮 Doxology
默禱
殿樂

二零一八年十月十四日(Oct.14,2018)
Worship Leader: Frank Zhou
Pianist: Jessica Wang
Sermon: Ass. Pastor David Loh
(请安静默禱) silent prayer
诗篇 95: 1-5
Psalm 95: 1-5
荣耀归于天父（教會聖詩 243）
To God Be the Glory (HGP243)
Prayer
诗篇 23
Psalm 23
罗马书 6: 1-11
Romans 6: 1-11
主是我的牧者 诗篇23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Psalm 23
救世主凡事引导我（教會聖詩 406）
All the Way My Savior Leads Me (HGP406)

Welcome and Announcement
快乐日 O Happy Day (HGP484)
Benediction
三一頌 (HGP 256)
Meditation and silent prayer
Postlude
本周金句:
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
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 (罗 6:4)
We were buried therefore with him by baptism into death, in order that,
just as Christ was raised from the dead by the glory of the Father, we
too might walk in newness of life. (Romans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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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神，今天有八位弟兄姐妹受洗归入主耶稣。他们是江娇英姐
妹，何婉贞姐妹，Joseph Loh， Caleb Lu， Lydia Zeng，Angie
Zhu，Nelson Wang， Christopher Chen，请大家为他们祷告，求神
祝福，保守他们一生行走在主的道路上。
3. 10/26 至 10/28 陆尊恩传道將再次来到我们中间，带领关于约翰福
音的一共十堂的培灵会。培灵会内容将会非常丰富，建议弟兄姐
妹们在每天的读经计划之外，在培灵会开始之前，细读过一遍约
翰福音。
4. 教会秋季大掃除，在十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点半到十一点半
擧行，請大家預留時間，工作分配稍后用电子邮件另行通知。
5. 主日崇拜目前急需司琴的同工。如果您有在教会司琴的经验，或
您的青少年孩子有扎实的钢琴基础，也有願意服事主的心，請您
和陳雄文弟兄聯絡： (404)643-8366 waynehwchen@gmail.com 。
崇拜部會提供適當的訓練, 歡迎您加入大堂服事的團隊。
6. 感谢神，西北堂 39 位青少年 9 月 28-30 参加了在 Daniel Prayer
Garden 举办的第二届西北堂青少年退休会。今年的主题是
“Maturity”。主导经文来自以弗所书 4:13 “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
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
量；”青少年和辅导员们有深刻感人的分享。感谢每一位参与服事
的家长，同工和辅导员。愿神继续带领西北堂青少年走向成熟。
7. 下周信息: 盧大偉助理牧師; 領會: 劉尹权弟兄; 司琴: Grace Li 姐妹
8. 午餐服务: 本周: 神州二家; 下周: 信望爱团契

上主日聚会人数: 254 人
中文崇拜人数: 135 人
成人主日学人数: 59 人
10/07 主日读书会: 9 人

英文崇拜人数: 70 人
儿童崇拜: 49 人
10/09 祷告会人数: 18 人

感恩/代禱

亚特兰大华人基督教会西北堂

1. 感谢神！西北堂AWANA Club 于十月五日开始，共29个儿童报名参
加，感谢同工团队的摆上和家长们的支持！求主亲自祝福引领，
也求神兴起更多弟兄姐妹参与这个培养爱主童军的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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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奉献
$17,465.59
$0.00
$0.00
$0.00
$0.00

2018 财务状况
本年奉献
本年支出
$332,607.79 $309,426.99
$8,350.00
$0.00
$12,472.35
$12,472.35
$5,900.00
$5900.00
$6,023.76
$6,023.76
$37,800.00
$18,200.00

Atlanta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Northwest

福音
是神的大能

本年结余
$23,180.80
$8,350.00
$0.00
$0.00
$0.00
$19,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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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5
10/16
10/17
10/18
10/19
10/20
第 42 周
经文
馬可
路加
路加
路加
路加
路加
14-16
1-4
5-6
7-9
10-12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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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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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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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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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