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的使命我們的使命我們的使命我們的使命與異象與異象與異象與異象    
 
  
 

    

大教會小教會大教會小教會大教會小教會大教會小教會    
藉由藉由藉由藉由「「「「STANDSTANDSTANDSTAND」」」」造就門徒造就門徒造就門徒造就門徒 

    

教牧同工教牧同工教牧同工教牧同工    

主任牧師主任牧師主任牧師主任牧師    
李㘈秀 

mikelee@seattlecbc.org 

牧師助理 牧師助理 牧師助理 牧師助理     
簡伯恩 

robert@seattlecbc.org 

中文牧師助理 中文牧師助理 中文牧師助理 中文牧師助理     
鍾應鴻 

schung@seattlecbc.org 

英文英文英文英文青年青年青年青年////青成青成青成青成牧師牧師牧師牧師    
利明漢 

mlee@seattlecbc.org    
兒童部主任兒童部主任兒童部主任兒童部主任    
趙伍美珍 

kerrychew@seattlecbc.org    
行政助理行政助理行政助理行政助理        
陳文安 

mchan@seattlecbc.org 

行政助理行政助理行政助理行政助理    
張翠兒 

jcheung@seattlecbc.org 

事 奉 人 員事 奉 人 員事 奉 人 員事 奉 人 員 本     週本     週本     週本     週    下     週下     週下     週下     週    

講 員講 員講 員講 員 李㘈秀牧師 李㘈秀牧師 

國 語 傳 譯國 語 傳 譯國 語 傳 譯國 語 傳 譯    羅小群姊妹 陳文安弟兄 

帶 領 敬 拜帶 領 敬 拜帶 領 敬 拜帶 領 敬 拜    劉樹良團隊 黃雷曉棠團隊 

影 音影 音影 音影 音    劉仲光、黃浩 
勞世豪 

林世傑、方家微  
伍健華 

獻 花獻 花獻 花獻 花    梁丹姊妹  Luzminda Fox 姊妹 

粵 語 傳 譯粵 語 傳 譯粵 語 傳 譯粵 語 傳 譯    吳子健傳道 吳子健傳道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一日上午十一時 
 
    

����    主日崇拜    ����    

    

序樂序樂序樂序樂    

敬拜敬拜敬拜敬拜    

歡迎歡迎歡迎歡迎    

奉獻奉獻奉獻奉獻    

主餐主餐主餐主餐    

讀經讀經讀經讀經    

證道證道證道證道    

祝福祝福祝福祝福    

殿樂殿樂殿樂殿樂    

    

歡迎蒞歡迎蒞歡迎蒞歡迎蒞臨臨臨臨    

所以你們要去所以你們要去所以你們要去所以你們要去    

使萬民作我的門徒使萬民作我的門徒使萬民作我的門徒使萬民作我的門徒    

奉父子聖靈的名奉父子聖靈的名奉父子聖靈的名奉父子聖靈的名    

給他們施給他們施給他們施給他們施浸浸浸浸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凡我所吩咐你們的凡我所吩咐你們的凡我所吩咐你們的    

都教訓他們遵守都教訓他們遵守都教訓他們遵守都教訓他們遵守    

我就常與你們同在我就常與你們同在我就常與你們同在我就常與你們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直到世界的末了直到世界的末了直到世界的末了    
    

馬太福音馬太福音馬太福音馬太福音 28:1928:1928:1928:19----20202020    

5801 Beacon Avenue S, Seattle, WA  98108-3103 
 
 

電話 206-725-6363       

電郵 office@seattlecbc.org 

網址 www. seattlecbc.org  

臉書 www.facebook.com/seattlecbc  
 

教會辦公時間  

禮拜一至禮拜五 上午 9:00 至下午 4:3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erve 

服侍服侍服侍服侍    

(彼此) 
彼前 4:10-11;  
徒 2:44-45 

Train 

訓練訓練訓練訓練    

(讀經及禱告) 
來 5:11-6:3;  

徒 2:42 

Adore 

敬拜敬拜敬拜敬拜    

(崇拜) 
約 4:23;  

徒 2:42-43, 46-47 

Neighbor 

愛隣愛隣愛隣愛隣    

(群體) 
來 10:25;  

徒 2:42, 44-46 

Disciple 

造就造就造就造就    

(傳道) 
西 4:3-6;  
徒 2:41, 47 



每週定期活動每週定期活動每週定期活動每週定期活動    
                

講題講題講題講題    
    

《《《《到我這裡來到我這裡來到我這裡來到我這裡來》》》》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馬太福音馬太福音馬太福音馬太福音    11:2511:2511:2511:25----30303030    

        

    
    

問題討論問題討論問題討論問題討論     
 

 

1. 在馬太福音 11:28-30 中 耶穌讓所有疲憊不堪的人

得到休息。耶穌邀請我們以我們難熬的重擔 來換取祂

輕省的擔子。耶穌說「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

軛、學我的樣式」。耶穌應許讓跟隨他的人得到安息

並減輕他們的重擔 依賴他的供應和依靠他。 

 

2. 是什麼讓你感到疲倦和沈重 根據 28-30 節 你必

須做什麼來找到安息和減輕你的重擔? 

 

 

會聞會聞會聞會聞    本主日信息本主日信息本主日信息本主日信息 
 

 聖誕兒童鞋盒聖誕兒童鞋盒聖誕兒童鞋盒聖誕兒童鞋盒 讚美主 共收到 151 個鞋盒 你的愛心讓許
多孩子享受到一個蒙福的聖誕節  

 

 浸禮浸禮浸禮浸禮 今天 12/1 英文堂有 Katie Stokes 接受浸禮。請為
主所結新葡禱告。 

 

 2020202020202020 年會籍意向卡年會籍意向卡年會籍意向卡年會籍意向卡 請到前廳向執事領取並填寫。今天今天今天今天
12/112/112/112/1 是上交會友資格意向卡的最後一天。選擇不交回意向
卡者將被自動標定為非活躍會友。 

 

 2019201920192019 教會年報教會年報教會年報教會年報 各部委主席、事工領袖們 請不遲於今天今天今天今天
12/112/112/112/1 遞交報告到 office@seattlecbc.org 本會辦事處。會
友年度大會將於 1/26/20 召開。 

 

 生命之道查經生命之道查經生命之道查經生命之道查經 本期查考書卷《希伯來書》上篇 由 3/19/20
至 5/14/20 逢禮拜四晚 7:45-9:45 在西雅圖華人宣道會上
課。報名請往 www.cgstus.org 2/19/20截止 查詢
wol.us.seattle.scac@cgst.edu 詳見海報。 

 

 廣東話小教會研討會廣東話小教會研討會廣東話小教會研討會廣東話小教會研討會 2/1-2 上課 請保留日期並計劃參加
我們第一屆的廣東話小教會研討會。學習成為小教會一份子
的意義。 

    

    

本崇拜設有普通話/國語傳譯本崇拜設有普通話/國語傳譯本崇拜設有普通話/國語傳譯本崇拜設有普通話/國語傳譯    
請到請到請到請到前前前前廳取用/歸還耳機廳取用/歸還耳機廳取用/歸還耳機廳取用/歸還耳機    

主日 早 8:45 主日晨禱會 貴賓室 

    9:30 長者研經 202 室 

  成長班 203 室 

  福音班 204 室 

  四邑長者查經 206 室 

   11:00 主日崇拜 禮堂 

 午 12:30 華語連結小組(國語。會前有聚餐) 廚房/202 室 

禮拜二  早 10:00 健靈與健體外展活動 聯誼室 

  華人基督徒查經組長會(暑期休會) 203 室 

   11:00 中文成人團契探訪(逢第四週) 健安療養院 

 晚 7:00 幼童軍(逢第一及第三週) 202,運動室 

    7:30 飲福連結小組 203 室,托兒室 

     男童子軍  運,102 室 

禮拜三  早 9:30 廣東話成人連結小組 202 室 

禮拜四 早 10:00 健靈與健體外展活動 聯誼室 

     華人基督徒查經團契(暑期休團) 202,203 室 

禮拜五  晚 7:30  中文就業團契 青年室 

禮拜六 早 9:30 職員會議(逢第二週) 202 室 

   10:00 中文成人團契探訪(逢第三週) 松柏樓 

 午 12:00 中文成年團契(逢第一週) 聯誼室,廚房 

    4:15 兒童團契(六月至八月休團) 全教堂 

    4:30 英文班(逢暑期休假,另設暑期班) 聯誼,基教,牧辦 B 

 晚  6:30  家恩信望愛小組(第一及三週)暑期休息 廚房,210,聯誼室 

       7:00  英文初中/高中團契(暑期休團) 203,204,運動室 

  牧者會議 (逢第二週) 聯誼室,廚房 

  接受耶穌聚會 (逢第三週) 貴賓室 

 

額外聚會活動或其他變更 請以左欄的會聞公告為準。 
若有問題請聯絡教會辦事處 office@seattlecbc.org 

    

聘牧委員會聘牧委員會聘牧委員會聘牧委員會    
 

職員會成立了中文副牧師聘牧委員會 請為各委員禱告  
張翠兒、何志安、李梅詠雯、繆啟期、伍健華、葉鐵城
求主賜智慧及指引。 

    

            未來活動未來活動未來活動未來活動    
 

12/24 ................................... 聖誕節 
12/25-26 ................... 聖誕假期/辦事處休息 

惡劣天氣通告惡劣天氣通告惡劣天氣通告惡劣天氣通告    
    

主日早上如遇惡劣天氣  
請在出門前致電本會辦事處 206-725-6363  

聆聽有關錄音公佈 或往本會網址(www.seattlecbc.org)查詢。 
聚會活動是依當天本會會址狀況而定。 

    

出席和關顧表出席和關顧表出席和關顧表出席和關顧表    
 

請填妥並在散會後投交司事籃子中。另一選擇是使用前廳的電子登記亭,以替
代紙張表格。 

欲使用電子登記亭 須開設一個出席帳戶。請填寫出席/關顧表中的訪客部
分 並投入奉獻箱來開設教會帳戶。 

    

牧人之道培訓牧人之道培訓牧人之道培訓牧人之道培訓    
    

是一套六課 每課兩小時的課程 學習如何做一名小教會牧者。 

只許缺席一課 須購置課本《The Way of the Shepherd》 

h�ps://goo.gl/ub1gHq 
報名請到前廳圓桌或上網 

h�ps://www.sea�lecbc.org/the-way-of-the-shepherd/ 
    

捐獻四途徑捐獻四途徑捐獻四途徑捐獻四途徑    
 

  
 

••••上網至上網至上網至上網至 Sea�lecbc.org/give    

••••往往往往 Venmo@Sea�leChineseBap�stChurch    

••••郵寄至教會郵寄至教會郵寄至教會郵寄至教會        
•投入奉獻相內 投入奉獻相內 投入奉獻相內 投入奉獻相內 (奉獻箱兩側備有奉獻封和代禱卡 因記錄系 
  統不支援中文,請在奉獻封上清楚書寫你的英文全名和奉獻 
  帳號。主餐奉獻由執事部決定用於支持哪些機構 )    

    

事奉機會事奉機會事奉機會事奉機會    
我們正徵召忠僕在華浸服侍(款待委員、影音團隊、粵語/
華語傳譯、敬拜團隊、迎賓團隊等 。如果你願意以你的
才幹和時間來建立華浸地方教會,請聯繫教牧同工或教會辦
事處 office@seattlecbc.org。 

    降臨節  降臨節  降臨節  降臨節      
 

「 降臨節」是聖誕節的預備時間。 
「降臨」是指耶穌基督的誕生。 

此節期強調基督道成肉身在伯利恆降生  
基督在審判日榮耀降臨。 

構成燭環的常青樹葉是象徵我們在基督裏的生命。 
 

預言蠟燭 預言蠟燭 預言蠟燭 預言蠟燭     
    

第一枝蠟燭–提醒我們先知預言彌賽亞的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