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吃 饗 り 樵吃 饗 り 樵吃 饗 り 樵吃 饗 り 樵》 綾》》》》》粍綾》》》》》粍綾》》》》》粍綾》》》》》粍》》》》 イ》》》》》粍イ》》》》》粍イ》》》》》粍イ》》》》》粍》》》》

炒 樵炒 樵炒 樵炒 樵》 換岐戸錠》 瓷俄辱野儿》

蕨 娑 野 篶蕨 娑 野 篶蕨 娑 野 篶蕨 娑 野 篶》》》》 絵セ腿野儿》 ゅ》ゅ》

仲 尢 吏 錯仲 尢 吏 錯仲 尢 吏 錯仲 尢 吏 錯》》》》 門刔暹斌卉緬》 溟椿蛭卉緬》

幀 駿幀 駿幀 駿幀 駿》》》》 稲腿棒′杯肴辱》
曝Е媾》

稲腿棒′杯肴辱》
曝Е媾》

    

ら刪ら刪堰ょκヨθウヵんも仁》
》》》》

����》》》》 Иθ蜘錯Иθ蜘錯Иθ蜘錯Иθ蜘錯》》》》 ����》》》》
    

    

渇很渇很渇很渇很》》》》

吏錯吏錯吏錯吏錯》》》》

辮拘辮拘辮拘辮拘》》》》

饗筵饗筵饗筵饗筵》》》》

И欖И欖И欖И欖》》》》

罍椀罍椀罍椀罍椀》》》》

祀儿祀儿祀儿祀儿》》》》

扇坎扇坎扇坎扇坎》》》》

僚很僚很僚很僚很》》》》

     
  
                       

㌈鴋かず 

栢署鼓客橋栢署鼓客橋栢署鼓客橋栢署鼓客橋壹東柾壹東柾壹東柾壹東柾》》》》

ス綴陸タ綴陸ス綴陸タ綴陸ス綴陸タ綴陸ス綴陸タ綴陸》》》》
畤尉畤尉畤尉畤尉ひひひひSTANDSTANDSTANDSTANDふふふふ覗晩江植覗晩江植覗晩江植覗晩江植》》》》

》》》》
》》》》
》》》》
》

綴戸嘘ツ綴戸嘘ツ綴戸嘘ツ綴戸嘘ツ》》》》
》》》》

И咽戸錠И咽戸錠И咽戸錠И咽戸錠》》》》
換岐戸錠》

mikelee@seattlecbc.org》

パδパδパδパδ戸錠快刀》戸錠快刀》戸錠快刀》戸錠快刀》》》》》
瓷俄辱野儿》

robert@seattlecbc.org》

修δ修δ修δ修δ糠堰糠堰糠堰糠堰////糠演糠演糠演糠演戸錠戸錠戸錠戸錠》》》》
回迎嘖戸錠》

mlee@seattlecbc.org》》》》
泣慕杷И咽泣慕杷И咽泣慕杷И咽泣慕杷И咽》》》》
嫩稲釈示巾曲》

kerrychew@seattlecbc.org》》》》
寡捌快刀寡捌快刀寡捌快刀寡捌快刀》》》》》》》》
杯δ謁且Ч》

mchan@seattlecbc.org》

寡捌快刀寡捌快刀寡捌快刀寡捌快刀》》》》
衷墻泣巾曲》

jcheung@seattlecbc.org》

Serve》
隙黍隙黍隙黍隙黍》》》》
」屈凹)》

屈拷 4:10-11;》》
植 2:44-45》

Train》
騒慊騒慊騒慊騒慊》》》》

」罍椀Ε矜貝)》
丘 5:11-6:3;》》
植 2:42》

Adore》
吏錯吏錯吏錯吏錯》》》》
」蜘錯)》
灼 4:23;》》

植 2:42-43,46-47》

Neighbor》
遥掉遥掉遥掉遥掉》》》》
」乂聰)》
丘 10:25;》》

植 2:42,》44-46》

Disciple》
覗晩覗晩覗晩覗晩》》》》
」野儿)》
暇 4:3-6;》》
植 2:41,》47》

棒り摺耕陸棒り摺耕陸棒り摺耕陸棒り摺耕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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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刎偃〈 206-725-6363》》》》》》》
刎無〈 office@seattlecbc.org》
塋柿〈 www.》seattlecbc.org》》
濂訊〈 www.facebook.com/seattlecbc》》

》
綴陸榱リ仁免〈》

》

瓔錯も何瓔錯ペ》ウヵ 9:00》何イヵ 4:30》
 

 

辮拘夥辮拘夥辮拘夥辮拘夥澳澳澳澳》》》》

袈М蚊署輯л袈М蚊署輯л袈М蚊署輯л袈М蚊署輯л》》》》

客肋庵霞栢鼓江植客肋庵霞栢鼓江植客肋庵霞栢鼓江植客肋庵霞栢鼓江植》》》》

饗χセ乖腋鼓浦饗χセ乖腋鼓浦饗χセ乖腋鼓浦饗χセ乖腋鼓浦》》》》

法Р署皿法Р署皿法Р署皿法Р署皿摺摺摺摺》》》》

ォ栢袈階峡蚊署鼓ォ栢袈階峡蚊署鼓ォ栢袈階峡蚊署鼓ォ栢袈階峡蚊署鼓》》》》

派綴騒Р署樞駅派綴騒Р署樞駅派綴騒Р署樞駅派綴騒Р署樞駅》》》》

栢晩中壹蚊署嘘嬰栢晩中壹蚊署嘘嬰栢晩中壹蚊署嘘嬰栢晩中壹蚊署嘘嬰》》》》

伍居Е汐鼓或よ伍居Е汐鼓或よ伍居Е汐鼓或よ伍居Е汐鼓或よ》》》》
》》》》

騨Κ坎駿騨Κ坎駿騨Κ坎駿騨Κ坎駿 28:1928:1928:1928:19----20202020》》》》



陸壅陸壅陸壅陸壅》》》》

蚊鼓饗筵惨も址熟輯鼓吏錯寡雌蚊鼓饗筵惨も址熟輯鼓吏錯寡雌蚊鼓饗筵惨も址熟輯鼓吏錯寡雌蚊鼓饗筵惨も址熟輯鼓吏錯寡雌》》》》

》》》》

》》》》

》》》》

》》》》

》》》》

》》》》

》》》》

》》》》

》》》》

》》》》

》》》》

》》》》
》》》》

 
》》》》

》》》》》》》》》》》》》》》》》》》》》》》》》》》》》》》》》》》》》》》》

》

白李啄咐白李啄咐白李啄咐白李啄咐》》》》 綾Иθ耕尻綾Иθ耕尻綾Иθ耕尻綾Иθ耕尻》
》

 И欖И欖И欖И欖〈〈〈〈モΘ蜘錯痴澣寡ひ雅イ輝И欖ふ¨蚊м
М嬰蚊態荊鼓輝俥╋群嬰丈パ嚢兪慳ウ蜘錯鼓
η奄丘尢供И欖¨》
》

 曝ツθ曝ツθ曝ツθ曝ツθ〈〈〈〈迎Θ 9/7 雌曝ツθ╋馺陸榱吃捺芋尻
もΘ¨》
》

 泣慕Иθ旱泣慕Иθ旱泣慕Иθ旱泣慕Иθ旱〈〈〈〈棒摺湛綴杷痴雌タ旱鼓旱囲肘虐
も女塋ウИθ旱¨詠鉛棹拊胖帳鼓哉セ琢Я╋
戳居凹磨Щ〈 https://forms.gle/RjaYUhjF2PH6Eaqv9》》
》

 糠堰壓陸糠堰壓陸糠堰壓陸糠堰壓陸〈〈〈〈剏酋李旱堰鼓牝勤,袈鉛紗禽鼓糠堰
壓陸痴陸嬰慳ウ眠寡]》

》

》》-パ旱タ綴陸′パ旱怯堆パИθ旱戳居凹磨Щ:》
》》HTTPs://forms.gle/ZnkCi8Z5dzmHd3xN8¨》
》

》》-堆パ糠堰タ綴陸戳居凹磨Щ:》
》》HTTPs://forms.gle/UgpauorGrySTXpEt8¨》
》

 保蛭扎甫保蛭扎甫保蛭扎甫保蛭扎甫〈ひ〈ひ〈ひ〈ひ榜糊戦旱スバ嘘ふ尉瓷俄辱野儿
槌扎¨9/109/109/109/10 何何何何 10/2210/2210/2210/22 巴瓔錯я偵 7何 9仁ウ
扎¨旱末 30 ュ¨磨Щ戳櫛 https://
cn.seattlecbc.org/cat-dog-theology/》》
》

 戲泣慕撕燈戲泣慕撕燈戲泣慕撕燈戲泣慕撕燈〈〈〈〈鎚焉牝旱夷困仁╋戳乙幢痴經
簿′駐簿╋藻侏簿′壊簿わ暮『俤眠泣慕撕
燈¨撕燈痴計んκ姻肘虐╋菊嬰んもκ燕耗¨》
》

 RRRR----90909090 戳窈訊戳窈訊戳窈訊戳窈訊〈〈〈〈戳演雌磨Щ樔庵╋М力伯嬰 11
κ吮碑鍵姦イΖ吮藤¨》》

》

                

炒癪炒癪炒癪炒癪》》》》

てててて詠穴Е汐削蚊署詠穴Е汐削蚊署詠穴Е汐削蚊署詠穴Е汐削蚊署とととと》》》》
》》》》

椀δ椀δ椀δ椀δ》》》》

灼棧坎駿灼棧坎駿灼棧坎駿灼棧坎駿 15:1215:1215:1215:12----27272727》》》》
》》》》

》》》》

》》》》

》》》》

》》》》

》》》》

》》》》

》》》》

》》》》

》》》》

》》》》

》》》》

》》》》

》》》》

》》》》

》》》》

》》》》

走扨辰癪走扨辰癪走扨辰癪走扨辰癪〈〈〈〈》》》》
》》》》

1.1.1.1.》》》》主梭嬰灼棧坎駿主梭嬰灼棧坎駿主梭嬰灼棧坎駿主梭嬰灼棧坎駿 15151515::::18181818----19191919 パ簍貝江植パ簍貝江植パ簍貝江植パ簍貝江植╋╋╋╋Е汐痴Е汐痴Е汐痴Е汐痴陸陸陸陸雲雲雲雲

錏錏錏錏俺削湛賂植俺削湛賂植俺削湛賂植俺削湛賂植¨̈̈̈蚊蚊蚊蚊娉雌Е汐走匆栢署怯栢署鼓綴陸娉雌Е汐走匆栢署怯栢署鼓綴陸娉雌Е汐走匆栢署怯栢署鼓綴陸娉雌Е汐走匆栢署怯栢署鼓綴陸

優優優優〉〉〉〉詠穴Е汐遥栢署怯栢署鼓綴陸詠穴Е汐遥栢署怯栢署鼓綴陸詠穴Е汐遥栢署怯栢署鼓綴陸詠穴Е汐遥栢署怯栢署鼓綴陸╋╋╋╋欺蓉侠肪ポ欺蓉侠肪ポ欺蓉侠肪ポ欺蓉侠肪ポ

岌岌岌岌〉》〉》〉》〉》詠穴Е汐削栢署怯栢署鼓綴陸詠穴Е汐削栢署怯栢署鼓綴陸詠穴Е汐削栢署怯栢署鼓綴陸詠穴Е汐削栢署怯栢署鼓綴陸╋╋╋╋欺欺欺欺アアアア蓉侠肪ポ蓉侠肪ポ蓉侠肪ポ蓉侠肪ポ

岌岌岌岌〉〉〉〉》》》》

》》》》

棒摺陸Δ棒摺陸Δ棒摺陸Δ棒摺陸Δ》
演雌棒摺陸Δ鼓甫渇惨居棒摺塋穿ひ傲療ふ紆返藻琢Яひ娉礫

主梭掻飾ふ╋供摺》」詠將輯)╋ウひ陸箜誓ふ╋嬰陸Δス陸ウ

淙慌莞鳥銑雌陸Δ¨》

塋ウ饗筵塋ウ饗筵塋ウ饗筵塋ウ饗筵》》》》
Zelle to treasurer@sea�lecbc.org  
 
Venmo@Sea�leChineseBap�stChurch  
 
Sea�lecbc.org/give 
 

烈椀 Realm′Zelle 群 Venmo 饗筵仁╋

戳嬰伯磨紆パ磨迎帳鼓饗筵拑侏¨》
》》》》

γ藤群癒藤γ藤群癒藤γ藤群癒藤γ藤群癒藤》

詠穴帳櫨辮無知╋м痴ピ知居》
5801 Beacon Ave S Sea�le, WA 98108 》》》》
》》》》

》》》》

Иθ蜘錯Иθ蜘錯Иθ蜘錯Иθ蜘錯》》》》
戳計監Иθウヵ 11 仁嚢兪Мイη奄丘蜘錯》》》》

棒摺塋穿》棒摺鹸坿》棒摺濂訊》》
》》》》》》》》刎偃纜儿刎偃纜儿刎偃纜儿刎偃纜儿》》》》

廰斡侏惆〈」紅雅末)》+1》253》215》8782》》》》》》》》》》》》》》》
》》》》》》》》》》》》」雅末)》877》853》5247 群 888》788》0099》》
槲れ恥惆〈 829》0946》4684#》
栢署ガмМТ曝儒刎法Р署╋戳痴Р署鼓刎偃刎無何》》

》》deacons@seattlecbc.org 群遍鎗尻何 206-909-7300》
》
》

射矜陸射矜陸射矜陸射矜陸》》》》
巴撒蛭ィ偵ウ 8仁何 9仁」尉瓷野儿И尢)》
1.夷刎亰群秒粗刎偃Яれ:meet.google.com/whi-oxrm-vfh》
2.夷野撞刎偃廰れ:352-571-2140 恥惆:287》601》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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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伯恩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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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 領 敬 拜帶 領 敬 拜帶 領 敬 拜帶 領 敬 拜    黃雷曉棠團隊 繆啟期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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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九月六日上午十一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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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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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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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聞會聞會聞會聞    

你的奉獻是一種重要的敬拜行為你的奉獻是一種重要的敬拜行為你的奉獻是一種重要的敬拜行為你的奉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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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餐主餐主餐主餐：：：：今天崇拜將舉行「免下車主餐」。你可
以在你停放的車裡，或在家中通過線上崇拜的
方式來領受主餐。 

 

 勞工日勞工日勞工日勞工日：：：：明天 9/7 為勞工日，敎會辦事處休息
一天。 

 

 兒童主日學兒童主日學兒童主日學兒童主日學：：：：華浸基教部將為小學的學生提供
一個網上主日學。如有興趣讓您的孩子參加，
請到此註冊： https://forms.gle/RjaYUhjF2PH6Eaqv9  

 

 青年聚會青年聚會青年聚會青年聚會：：：：預計新學年的開始,所有秋季的青年
聚會將會在線上進行； 

 

  -中學小教會、中學和高中主日學請到此註冊: 
  HTTPs://forms.gle/ZnkCi8Z5dzmHd3xN8。 
 

  -高中青年小教會請到此註冊: 
  HTTPs://forms.gle/UgpauorGrySTXpE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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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9/109/109/10 至至至至 10/2210/2210/22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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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誕兒童鞋盒誕兒童鞋盒誕兒童鞋盒誕兒童鞋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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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RRR----90909090 請願書請願書請願書請願書：：：：請成為註冊選民，以準備在 11
月對惡法投下反對票。  

 

                

講題講題講題講題    

《《《《如果世界恨你們如果世界恨你們如果世界恨你們如果世界恨你們》》》》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約翰福音約翰福音約翰福音約翰福音 15:1215:1215:1215:12----27272727    
    

    

    

    

    

    

    

    

    

    

    

    

    

    

    

    

    

討論問題討論問題討論問題討論問題：：：：    
    

1.1.1.1.    耶穌在約翰福音耶穌在約翰福音耶穌在約翰福音耶穌在約翰福音 15151515::::18181818----19191919 中警告門徒中警告門徒中警告門徒中警告門徒，，，，世界將世界將世界將世界將會會會會因因因因

祂祂祂祂而恨基督徒而恨基督徒而恨基督徒而恨基督徒。。。。你你你你認為世界討厭我們和我們的教會認為世界討厭我們和我們的教會認為世界討厭我們和我們的教會認為世界討厭我們和我們的教會

嗎嗎嗎嗎？？？？如果世界愛我們和我們的教會如果世界愛我們和我們的教會如果世界愛我們和我們的教會如果世界愛我們和我們的教會，，，，那意味著什那意味著什那意味著什那意味著什

麼麼麼麼？ ？ ？ ？ 如果世界恨我們和我們的教會如果世界恨我們和我們的教會如果世界恨我們和我們的教會如果世界恨我們和我們的教會，，，，那那那那又又又又意味著什意味著什意味著什意味著什

麼麼麼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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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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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