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年十二零年十二零年十二零年十二二二二月二十月二十月二十月二十日上午十一時日上午十一時日上午十一時日上午十一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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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臨節降臨節降臨節降臨節            
    

「 「 「 「 降臨節降臨節降臨節降臨節」」」」是聖誕節的預備時間是聖誕節的預備時間是聖誕節的預備時間是聖誕節的預備時間。。。。    

「「「「降臨降臨降臨降臨」」」」是指耶穌基督的誕生是指耶穌基督的誕生是指耶穌基督的誕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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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節期強調基督道成肉身在伯利恆降生此節期強調基督道成肉身在伯利恆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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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在審判日榮耀降臨基督在審判日榮耀降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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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燭環的常青樹葉是象徵我們在基督裏的生命構成燭環的常青樹葉是象徵我們在基督裏的生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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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枝蠟燭 (天使)第四枝蠟燭 (天使)第四枝蠟燭 (天使)第四枝蠟燭 (天使)––––象徵著宣告耶穌基督的誕生象徵著宣告耶穌基督的誕生象徵著宣告耶穌基督的誕生象徵著宣告耶穌基督的誕生。。。。它代表著平安它代表著平安它代表著平安它代表著平安。。。。    
    

目前為止, 你可能還記得每一支蠟燭的含義。 

第一支蠟燭代表彌賽亞誕生的預言。 

第二支蠟燭代表伯利恒是基督嬰孩誕生的地方。 

第三支蠟燭讓人想起牧羊人第一次聽到基督誕生的消息, 然後去

獻上他們的敬拜禮物。 

隨著花環上所有四支蠟燭的燃亮, 我們只剩下一支蠟燭...... 

代表基督的白色的中央蠟燭，，，，它將在聖誕前夕點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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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蒞歡迎蒞歡迎蒞歡迎蒞臨臨臨臨    



會聞會聞會聞會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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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禮浸禮浸禮浸禮：：：：今天第一堂崇拜中有 Dong 和 Rebekkah 受浸。請為主
所結新葡感恩禱告。 

 

 基督徒社會關懷基督徒社會關懷基督徒社會關懷基督徒社會關懷：：：：感謝所有送來襪子的人！為向無家可歸的
鄰居展示基督的愛和憐憫，華浸將為聯合福音使團收集襪子
來分發。請帶新襪子到華浸，並放入前廰的桶中。本週是本週是本週是本週是收收收收
集襪子集襪子集襪子集襪子的最後一週的最後一週的最後一週的最後一週，，，，到到到到 12/2812/2812/2812/28 截止截止截止截止。。。。    

 

 讀經計讀經計讀經計讀經計劃劃劃劃：：：：我們 2020 年造就門徒的重點是透過 STAND 的讀
經和禱告來進行訓練。如果您已經完成了華浸的讀經計劃，
請在 12/31 前聯繫辦事處。 

 

 小教會開放註小教會開放註小教會開放註小教會開放註冊冊冊冊：：：：您是否考慮過加入小教會，但不知道怎樣
做？ 1/3 至 1/24 開始，將開放註冊加入 2021 年的小教會。
名額有限，將製定候補名單。 

 

 初熟果子初熟果子初熟果子初熟果子晨禱晨禱晨禱晨禱會會會會：                              ：                              ：                              ：                               
        為 2021 年的貴賓和其他重大事項祈禱。 
  1/4/21-1/8/21 早上 6-7 時在禮堂 
  註冊請往： https://cn.seattlecbc.org/emp/  
 

 年度會友大會年度會友大會年度會友大會年度會友大會：：：：限制人數的實體兼線上聚會。 

  1/24/21 中午 12:30，註冊請往  
   https://cn.seattlecbc.org/allmembersmeeting/  
 

 CARESCARESCARESCARES 法案法案法案法案：：：：僅適用於 2020 年；《CARES 法案》允許進行現
金捐款者給予高達 300 元的特殊稅收減免。該臨時法則是專
為那些在納稅申報表上採用標準扣除額的人設的。諮詢請聯
繫 finance@seattlecbc.org  

 

 財務財務財務財務部部部部提醒提醒提醒提醒：：：： 
2020 年所有開銷報償申請必須在 12/27 星期日之前提交。 
所有收到的,或郵戳是 12/31/2020 之前的獻金將被歸入 
 2020 年。 
所有收到的，或郵戳是 12/31/2020 之後的獻金將被歸入  
 2021 年。 

 

 祈禱出來的能力祈禱出來的能力祈禱出來的能力祈禱出來的能力：：：： 2021 年華浸將專注於祈禱。想要開始以最有效
的方法，透過禱告來更理解神的話語，更領會神的能力，更進深
與神交通的人，請閱讀邦兹所著《祈禱出來的能力》。數量有限
的書籍可在辦公室購買；英文版(26 本)8 元/本，中文版(14 本)
13 元/本，或自行購買。詳情請聯繫 office@seattlecbc.org。 

華浸會友華浸會友華浸會友華浸會友 
有意成為華浸的一員嗎?  

線上會藉班(英文)將於年底開課。 

本課程先決條件是參加「接受耶穌茶座」。 

註冊請聯繫 Nick Tom或 
https://cn.seattlecbc.org/membership/。 

主日崇拜主日崇拜主日崇拜主日崇拜    
請於每主日上午 11 時通過華浸網站 華浸油管來崇拜。。。。    
電話聽道：撥打號碼：＋ 1 253 215 8782 (非免費)              

                     877 853 5247 (免費)     
                     888 788 0099 (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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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至 deacons@seattlecbc.org 
或發訊息至 206-909-7300 
 
由 12/6 開始，第二堂中文崇拜將過渡到預先錄製的視頻崇
拜。我們正尋找義工在第二堂的影音和讚美團隊中服事。若
你願意用你的才能和時間來建立我們的華浸，請與華浸辦事
處或我們的牧師們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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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題講題講題講題    

《《《《東方來朝東方來朝東方來朝東方來朝》》》》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馬太福音馬太福音馬太福音馬太福音 2:12:12:12:1----12121212    
    

大綱大綱大綱大綱    
    

1. 1. 1. 1. 伯利恆之星伯利恆之星伯利恆之星伯利恆之星    

2. 2. 2. 2. 希律王希律王希律王希律王    

3. 3. 3. 3. 博學之士博學之士博學之士博學之士    

    

    

    

討論問題討論問題討論問題討論問題：：：：    
    

1. 你是否有把萬邦帶來耶穌面前？ 

 

2. 你是否省察自己內心的動機？ 

 

3. 你是否把自己最好的奉獻給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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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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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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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訃聞訃聞訃聞訃聞    
 

Gladys Chinn 女士已於 2020 年 12 月 7 日息勞歸主。 
因疫情之故，追思會暫行擱置。 

慰問金可寄予華浸或您所屬意的慈善機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