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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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伯恩傳道 簡伯恩傳道 

粵 語 傳 譯粵 語 傳 譯粵 語 傳 譯粵 語 傳 譯    — — — — 

帶 領 敬 拜帶 領 敬 拜帶 領 敬 拜帶 領 敬 拜    繆啟期團隊 劉樹良團隊 

影 音影 音影 音影 音    伍健華、陳思恩 
勞世豪 

伍健華、陳思恩 
勞世豪 

    

二零二零年八月十六日上午十一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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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節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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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中文中文中文牧師助理 牧師助理 牧師助理 牧師助理     
簡伯恩傳道 

rober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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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人浸信會華人浸信會華人浸信會華人浸信會    
    

5801 Beacon Avenue S, Seattle, WA  981085801 Beacon Avenue S, Seattle, WA  981085801 Beacon Avenue S, Seattle, WA  981085801 Beacon Avenue S, Seattle, WA  98108----3103310331033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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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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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3個部位擴展         由耐久的材質製         成有 4種顏色                                 

以增長 5個尺寸                               可滿足不同需求                           

會聞會聞會聞會聞    

在我們沒有聚會時在我們沒有聚會時在我們沒有聚會時在我們沒有聚會時，，，，你的奉獻仍然是一種重要的敬拜行為你的奉獻仍然是一種重要的敬拜行為你的奉獻仍然是一種重要的敬拜行為你的奉獻仍然是一種重要的敬拜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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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崇拜主日崇拜主日崇拜主日崇拜：：：：請於每主日上午 11時通過以下方式來崇拜    
華浸網站 華浸油管 華浸臉書  

        電話聽道電話聽道電話聽道電話聽道    
撥打號碼：(非免費) +1 253 215 8782               
            (免費) 877 853 5247 或 888 788 0099  
輸入密碼： 829 0946 4684# 

我們也可以代勞致電給他們，請將他們的電話電郵至  
  deacons@seattlecbc.org 或發訊息至 206-909-7300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逢星期三晚上 8時至 9時(由簡傳道主領) 
1.用電腦或智能電話加入:meet.google.com/whi-oxrm-vfh 
2.用傳統電話撥入:352-571-2140 密碼:287 601 761# 

 

 會友大會會友大會會友大會會友大會：：：：各位牧者、部委主席、事工領袖們，請不遲於 8/208/208/208/20
之前，遞交報告到本會辦事處 office@seattlecbc.org。 

 

 會籍班會籍班會籍班會籍班：：：： 8/29-30 上課。請往 https://cn.seattlecbc.org/
membership/報名。 

 

 聖誕兒童鞋盒聖誕兒童鞋盒聖誕兒童鞋盒聖誕兒童鞋盒：：：：採購開學用品時，請考慮將蠟筆、彩筆，記號
筆、刨筆刀等…裝進兒童鞋盒。鞋盒將於十月份提供，並在十
一月收集。 

 

 兒童團契兒童團契兒童團契兒童團契：：：： 2020-21 年度的報名截止日期為 8/22。兒童團契目
前是以視像進行聚會。參加「幼兒和火花組」必須有一位家長
在場以協助。所有各組註冊費均為$20，唯有「探險組」（高
中）為 30元。註冊請往 https://cn.seattlecbc.org/
awanaregistration/  

 

 短期課程短期課程短期課程短期課程：「：「：「：「貓狗神學大不同」由簡伯恩傳道授課。9/10 至
10/22 逢禮拜四晚 7至 9時上課。學費 30 元。註冊請往
https://cn.seattlecbc.org/cat-dog-theology/  

 

 喜訊喜訊喜訊喜訊：：：： Martin 和 Diana Look 隆重宣佈，他們已於 2020 年 5
月 4 日舉行了私人婚禮。願上帝賜福他們的婚姻。 

 

 喜訊喜訊喜訊喜訊：：：： Robert 和 Stephanie Kook 雀躍宣佈，已於 2020 年 8
月 1 日在華浸舉行婚禮。感謝所有促成婚禮的親朋戚友、義工
和華浸同工支持和祈禱。縱使逆境當前，他們依然期待休戚與
共，並在婚姻中更親近上帝。 

 

 訃訃訃訃聞聞聞聞：：：：伍麥玉蓮(Arlene Mark-Ng)的父親 Albert Mark 已於
2020 年 8月 7日安息主懷。願主安慰家屬。 

 

 

                

講題講題講題講題    

《《《《道路道路道路道路、、、、真理真理真理真理、、、、生命生命生命生命》》》》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約翰福音約翰福音約翰福音約翰福音 14:114:114:114:1----15151515    

    

    

    

    

    

    

    

    

 

問題討論問題討論問題討論問題討論：：：：    

1）我們對天堂有甚麼看法？是否想去那裡？ 

 

2）耶穌說祂自己是獨一的道路、真理、生命，對我們

而言帶有甚麼挑戰？我們相信耶穌這話嗎？這對基督

徒與非基督徒的關係有甚麼影響？ 

 

3）耶穌說：「你們若奉我的名向我求甚麼，我必成

全。」甚麼叫做「奉祂的名」？你會求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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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

耶穌茶座」，受浸 (如需要)，上「會籍班」，在會友大會上

獲表決接納為會友。 

網上奉獻網上奉獻網上奉獻網上奉獻    

Zelle to treasurer@sea�lecbc.org  
 
Venmo@Sea�leChineseBap�stChurch  
 
Sea�lecbc.org/give 
 

當經 Realm、Zelle 或 Venmo 奉獻時，

請在備註欄中註明您的奉獻賬號。 
    

支票或匯票支票或匯票支票或匯票支票或匯票 

如果您喜歡郵寄，可將之寄到 

5801 Beacon Ave S Sea�le, WA 98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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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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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為開端成為開端成為開端成為開端    為了使命項目為了使命項目為了使命項目為了使命項目    
今年 DIY VBS 的使命項目是：為了使命項目而

「成為開端」—增長的鞋子。 

全球有超過 1.5 億的人遭受土壤傳播的疾病。沒

有鞋，兒童特別容易受到由土壤傳播的疾病和寄

生蟲的侵害，這可能導致疾病甚至死亡。 

 
 

    

    

    

你能如何幫助 你能如何幫助 你能如何幫助 你能如何幫助 ………… 

20 元捐款可以給有需要的孩子送一雙鞋。 我們將在八月份為「增長

的鞋子」募集資金。 

捐款可以通過以下途徑發送給華浸： 

在線捐款—通過 Venmo 或 Zelle 在備註欄中註明「「「「The Shoe That The Shoe That The Shoe That The Shoe That 

GrowsGrowsGrowsGrows」」」」進行捐款。 

在劃給 CBC ( 華浸) 的支票上註明「「「「The Shoe that GrowsThe Shoe that GrowsThe Shoe that GrowsThe Shoe that Grows」。」。」。」。 

CBC  華人浸信會- 5801 Beacon Ave. S.—Seattle, WA 98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