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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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粵 語 傳 譯粵 語 傳 譯粵 語 傳 譯粵 語 傳 譯    吳子健傳道 韋湯慧心姊妹 

帶 領 敬 拜帶 領 敬 拜帶 領 敬 拜帶 領 敬 拜    張翠兒團隊 繆啟期團隊 

影 音影 音影 音影 音    易勇、梁美儀 

伍健華 

— — 

    

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二日上午十一時 
    

����    主日崇拜主日崇拜主日崇拜主日崇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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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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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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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㘈秀牧師 

mikelee@seattlecbc.org 

牧師助理 牧師助理 牧師助理 牧師助理     
簡伯恩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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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應鴻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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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明漢牧師 

mlee@seattlecbc.org    

兒童部主任兒童部主任兒童部主任兒童部主任    
趙伍美珍姊妹 

kerrychew@seattlecbc.org    

行政助理行政助理行政助理行政助理        
陳文安弟兄 

mchan@seattlecbc.org 

行政助理行政助理行政助理行政助理    
張翠兒姊妹 

jcheung@seattlecb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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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鄰愛鄰愛鄰愛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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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1 Beacon Avenue S, Sea�le, WA  98108-3103 

    
    

電話： 206-725-6363       

電郵： office@seattlecbc.org 

網址 www. seattlecbc.org  

臉書： www.facebook.com/seattlec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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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蒞歡迎蒞歡迎蒞歡迎蒞臨臨臨臨    



 

 

牧者的信牧者的信牧者的信牧者的信函函函函 
 

華浸弟兄姊妹平安 
 

由於許多人會在家裡逗留一段頗長時間，以下是如何

維持屬靈生活的建議。 
 

1.如果你還沒有開始如果你還沒有開始如果你還沒有開始如果你還沒有開始，，，，可以開始一個讀經計劃可以開始一個讀經計劃可以開始一個讀經計劃可以開始一個讀經計劃 

 -下載 180 天讀經計劃 

 -下載 360 天讀經計劃 
 

2.2.2.2.在早餐和晚餐後祈禱在早餐和晚餐後祈禱在早餐和晚餐後祈禱在早餐和晚餐後祈禱 5555----10101010 分鐘分鐘分鐘分鐘    
    

3.3.3.3.通過互聯網或電話參加禮拜三晚上通過互聯網或電話參加禮拜三晚上通過互聯網或電話參加禮拜三晚上通過互聯網或電話參加禮拜三晚上 8888 至至至至 9999 時的虛擬時的虛擬時的虛擬時的虛擬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簡傳道主領） 

–加入環聊聚會： meet.google.com/whi-oxrm-vfh  

–通過電話連接： +1 352-571-2140 PIN:  287 601 761# 
 

4.4.4.4.主日上午主日上午主日上午主日上午 11111111 時通過網站或時通過網站或時通過網站或時通過網站或 FacebookFacebookFacebookFacebook 直播進行崇拜直播進行崇拜直播進行崇拜直播進行崇拜    

 -華浸網站直播 

 -華浸臉書直播 
 

教會已建立一個系統，讓你可以接到領袖們的關懷電

話。請歡迎和接聽來電，如果需要幫助，儘管開口。 

此外，我們還設立了一條熱線，以供請求祈禱或幫

助。熱線的詳情將會以電郵或電話發送給你。請留意

這些信息。 
 

我們期待在網上，並最終在教堂裡見到你們。請繼續

留意網站定期更新。 
 

主內 
李㘈秀牧師 

會聞會聞會聞會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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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動態最新動態最新動態最新動態    本主日信息本主日信息本主日信息本主日信息 
                

講題講題講題講題    
    

《《《《聖子的權柄聖子的權柄聖子的權柄聖子的權柄》》》》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約約約約翰翰翰翰福音福音福音福音 5:155:155:155:15----29292929    

    

    

    

    

    

    

    

    

    

 

 

 

 

問題討論問題討論問題討論問題討論：：：：    

1. 人一旦相信耶穌，就開始了永生的新生命。這就是

為什麼當基督徒肉體死亡時，我們並沒有真正死亡，

而是繼續生活在永恆的另一端。這一事實是如何改變

你想要在永世中度過餘生的方式呢? 

 

2. 如果你不確定你死後會發生什麼，為什麼不相信耶

穌，並確信你會經歷生命的復活呢?如果你想要永生，

請身邊的基督徒幫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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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attlecbc.org/giveSeattlecbc.org/giveSeattlecbc.org/giveSeattlecbc.org/give    

••••往往往往 Venmo@SeattleChineseBaptistChurchVenmo@SeattleChineseBaptistChurchVenmo@SeattleChineseBaptistChurchVenmo@SeattleChineseBaptistChurch    

••••郵寄至教會郵寄至教會郵寄至教會郵寄至教會        

•投入奉獻箱內 投入奉獻箱內 投入奉獻箱內 投入奉獻箱內     

(因記錄系統不支援中文,請在封套上清楚書寫你的英文全名和奉獻帳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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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開設一個出席帳戶。請填寫出席/關顧表中訪客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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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套六課，每課兩小時的課程；學習做一名小教會牧者。只許缺席一課， 

須購置課本《The Way of the Shepherd》https://goo.gl/ub1gHq 
報名請到前廳圓桌 

或上網 https://www.seattlecbc.org/the-way-of-the-shepherd/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請瀏覽本會網站有關如何參加禮拜三晚上 8 至 9
時的虛擬祈禱會。如有代禱事項，請提交至「禱告需求」。 

 

 花卉事工花卉事工花卉事工花卉事工：：：：鑑於目前情況，花卉事工將暫停為主日崇拜安
排鮮花。我們將在稍後進行評估和恢復。有獻花的人，資
金將保留在花卉事工賬戶中，並將用於日後的主日或其他
教會活動的揷花佈置。謝謝你的理解！ 

 

 華浸會友華浸會友華浸會友華浸會友：：：：成為華浸會友的程序是到華浸網站「資源」欄
登記參加 4/18 的「認識耶穌茶座」，4/26 受浸 (如 需
要)，上「會籍班」，在 5/17 的會友大會上獲表決接納為
會友。 

 

 系統神學系統神學系統神學系統神學：：：：是研究「聖經特定課題的教導」的答案。 以專
題方式涵蓋基督教七個主要教義（聖經、神、人、基督和
聖靈、救贖、教會、和未來）。5/11 禮拜一晚上 7-8 時半
上課，報名 seattlecbc.org/systematictheology/ 
 

 夏令短宣隊夏令短宣隊夏令短宣隊夏令短宣隊：：：： 7/10-7/18將差遣 12-15位弟兄姊妹到亞利
桑那州一所印第安浸信會幫助那裡的事工。詳情陸續有
來。意者請聯絡簡傳道。 

 

未來活動未來活動未來活動未來活動    

4/10 .......................................  受難節 

4/12  ....................................... 復活節 

4/18  ................................. 認識耶穌茶座 

4/25,26 ..................................... 會籍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