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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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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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敬拜敬拜敬拜    

家訊家訊家訊家訊    

差傳差傳差傳差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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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題講題講題講題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講員講員講員講員    

本週本週本週本週    和平的福音 以弗所書2:11-22 簡伯恩傳道 

下週下週下週下週    同為蒙應許的人  以弗所書3:1-13 簡伯恩傳道 

傳譯傳譯傳譯傳譯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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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主日信息本主日信息本主日信息本主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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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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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題講題講題講題    

《《《《和平的福音和平的福音和平的福音和平的福音》》》》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以弗所書以弗所書以弗所書以弗所書    2:112:112:112:11----22222222    

    

    

    

    

    

討論問題討論問題討論問題討論問題    
 

1. 你是否也曾經以外貌取人？是否把人隔絕成局外人？ 

 

2. 你願意接受耶穌基督給我們的和平嗎？你願意把其他

信徒都視為家人嗎？ 

 

3. 你明白傳和平的福音是我們每一位基督徒的責任嗎？

你做得如何？ 
    

    

 

 熱線電話熱線電話熱線電話熱線電話：：：：如果您需要幫助或有代禱請求，請致電熱線
（971）217-8502，我們將盡快與您聯繫。也可到華浸
的代禱請求網頁填寫代禱請求。 

 

 第二堂崇拜改時第二堂崇拜改時第二堂崇拜改時第二堂崇拜改時：：：：由於要進行 COVID 消毒程序，由
4/18 起，第二次堂崇拜將改為上午 11:15 開始。請按
照新時間參加實體崇拜(必須預先訂位)或線上崇拜。 

 

 實體崇拜實體崇拜實體崇拜實體崇拜：：：：須預訂的限制人數的實體崇拜，由禮拜一上
午 10 點至禮拜五下午 3點預訂座位。從 3/22 起，可開
放多達 50％的原聚會人數容量。請用教會網站的訂位
表格或致電辦公室 206.725.6363 訂位。 
強烈建議屬高危或未種疫苗者留在家做線上崇拜。 
進入建築物之前，會進行體溫和健康檢測。 

  本會設有醫用空氣淨化器，以及內置於暖爐內的濾網。 
 

 第二堂崇拜召募義工第二堂崇拜召募義工第二堂崇拜召募義工第二堂崇拜召募義工：：：：若願意用自己的才能和時間，在
影音和讚美團隊中服事來建立華浸的本地教會，請與華
浸辦事處或教牧同工聯繫。 

 

 EMPEMPEMPEMP 晨禱會晨禱會晨禱會晨禱會（只對華浸家人開放）：在聖經中，人獻上
「初熟果子」是為榮耀神，承認祂是萬有之源。這表明
對神會賜予未來的收成的信心標記。在我們為 2021 年
做準備之際，教牧團隊邀請所有人獻上「禱告」作為我
們的第一個果實。讓我們為 2021 年的豐收禱告。週一
至週五，早上 6-7 點 。請徒往 https://

cn.seattlecbc.org/emp/註冊。 
 

 2021202120212021 年高中和大學畢業生年高中和大學畢業生年高中和大學畢業生年高中和大學畢業生：：：：請於 5/21 之前到 https://
form.gle/B11Gwki1VdAN7DjMA 填寫表格，以便華浸
可以慶祝你的新里程碑。您還可以發送一幀照片到
mlee@seattlecbc.org。我們可以刊登在小冊子中。 

 

 二零二一年四月財務部月結二零二一年四月財務部月結二零二一年四月財務部月結二零二一年四月財務部月結：：：：    

  本月經常費收入  $  89,338 

  減經常費支出    $ (59,288) 

  四月份盈餘      $  30,051 

  本年度盈餘      $  48,952 

 
 

華浸家訊華浸家訊華浸家訊華浸家訊    華浸家訊華浸家訊華浸家訊華浸家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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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將他們的電話發送至   
deacons@seattlecbc.org 或發訊息至 206-909-7300 
 

祈禱祈禱祈禱祈禱查經查經查經查經會會會會    
    

逢星期三晚上 8時至 9時(請往浸華網站瀏覽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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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人如魚得人如魚得人如魚得人如魚————接觸失喪者接觸失喪者接觸失喪者接觸失喪者    

會友推動之會友推動之會友推動之會友推動之「「「「貴賓活動貴賓活動貴賓活動貴賓活動」」」」    
 

「得人如魚」—接觸失喪者是一項由華浸會友推動的活動，大教會

將為貴賓外展活動提供高達 2000 元的資助。 「得人如魚」讓會友

有機會提出創新的活動以接觸貴賓。華浸會友必須在活動前 30 天填

寫「得人如魚」會友推動活動計劃表格，並將表格交回辦事處。 一

經批准，會友將負責活動的行政、執行和人員配置。欲推行活動，

請聯繫華浸辦事處索取「得人如魚」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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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閱讀白邦兹所著
《祈禱出來的能力》。英文版 8元，中文版 13
元。本會庫存經已售罄，感興趣者請自行購
買。詳情請聯繫華浸辦事處
office@seattlecbc.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