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 5月 8日上午 11:00 
    

主日崇拜主日崇拜主日崇拜主日崇拜        
    

    

敬拜敬拜敬拜敬拜    
    

家訊家訊家訊家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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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週本     週本     週本     週    下     週下     週下     週下     週    

講 題講 題講 題講 題 向耶和華歌唱 耶和華供應  

經 文經 文經 文經 文    出埃及記 15:1-21 出埃及記 15:22-16:21 

講 員講 員講 員講 員 李㘈秀牧師 李㘈秀牧師 

傳 譯傳 譯傳 譯傳 譯    吳子健弟兄 韋湯慧心姊妹 

頌 讚頌 讚頌 讚頌 讚    黃雷曉棠姊妹 繆啟期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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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時臨時臨時臨時青年青年青年青年牧師牧師牧師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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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體崇拜請在簽到枱簽到和測量體溫 

歡迎蒞歡迎蒞歡迎蒞歡迎蒞臨臨臨臨    

華
浸
敬
祝
： 

 
 
 
 

母
親
節
快
樂 



本主日信息本主日信息本主日信息本主日信息 

 

 會友大會會友大會會友大會會友大會：：：：請標記 5/22 主日為會友大會和聯合崇拜。 
- 聯合崇拜於上午 9:30 開始 
- 會友大會於上午 11:15 開始 
表決接納新會友如下： 

  經歸正： Dennis Sohn  
  經浸禮：利志威、Dong Li、Jaden Ma、Adam Sonntag 
  經轉會： Arif Chu，Johnny Ho，Jin Yin，鍾錦嫻。 
  - 印刷或電子版會議報告可通過電郵/電話向辦事處索 
  取訪問代碼。請在會議前聯繫相關牧者、部門/委員會 
  和其他領導，核查並解決您的疑慮/問題。 
  -會議期間如需托兒，請聯繫 Kerrychew@seattlecbc.org 
 

 暑期聖經日營暑期聖經日營暑期聖經日營暑期聖經日營：：：： 8/1 至 8/5 上午 9:30 至下午 3:00 
- 我們需要兒童（邀請兒童來聽關於耶穌的息！）  
- 我們需要義工（你會幫忙嗎？） 
- 我們需要祈禱（支持我們的祈禱！） 

 

 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 Explore the Bible Series 讓我們一起探討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主日上午 9:30 在 205 課室上
課。歡迎隨時參加。 

 

 畢業生主日畢業生主日畢業生主日畢業生主日：：：：請填寫此表格，以便我們慶祝你的高中或
大學成就和畢業。這些資訊將打印成小冊子(pdf)，並
於 6/12 的主日發佈。你還會收到一份小禮物。請在
5/14 禮拜五之前完成這份畢業表格。 

 

 清潔地毯清潔地毯清潔地毯清潔地毯：：：：如果發現地毯上有污漬，請聯繫辦事處索取
清潔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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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重新啟動強制簽到檯並停止線上預先登記。 
請使用您電話的最後四個號碼或你的姓氏進行簽到。 

無註冊帳戶者，請填寫註冊表，我們將為您創建一個。 
如果因新冠肺炎而在線上敬拜 

請每週聯繫辦事處或在線上簽到。  
 

召募義工召募義工召募義工召募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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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聚會禱告聚會禱告聚會禱告聚會    
歡迎參加以下禱告聚會 
EMP 晨禱會：週一至週五，早上 6-8 點 
祈禱查經會：週三晚上 8時至 9時 
讚美禱告之夜：每月最後週三晚上 7:30-9:00 
 

家庭祭壇家庭祭壇家庭祭壇家庭祭壇    
 

屬靈領袖和家人簽署家庭祭壇承諾表格 

並將其張貼在他們的家中。 

一起讀經禱告。 
 

設施開放政策設施開放政策設施開放政策設施開放政策    
以前的政策是需要互相保護，但現在我們不會關閉設施。各事

工/小組/個人可自判利弊，佩戴口罩是最低要求。 
 

口罩指令更新口罩指令更新口罩指令更新口罩指令更新 

華州和金縣從 3 月 12 日起取消宗教場所的口罩要求。從 3/12 開

始，戴罩與否，自行選擇。 
 

個人防護裝備個人防護裝備個人防護裝備個人防護裝備    
 

如果需要個人防護裝備和居家 COVID 檢測，華浸家人可以致電或

電郵聯繫教會辦事處。 
 

自行清理場地自行清理場地自行清理場地自行清理場地    

 

場地使用後請自行清理， 

將所有食物和垃圾物件 

倒入廚房或聯誼室的堆肥、回收、垃圾桶中。 
 

通告申請通告申請通告申請通告申請    
 

參與本教會的敬拜者可向教會辦事處提出申請，要求在教會公告

上刊登有關親人結婚、出生或離世的消息。 

講題講題講題講題    

《《《《向耶和華歌唱向耶和華歌唱向耶和華歌唱向耶和華歌唱》》》》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出埃及記出埃及記出埃及記出埃及記 15:115:115:115:1----21212121    
    

講題講題講題講題    

    

    

    
    

    

    

    

討論問題討論問題討論問題討論問題：：：：    
    

在在在在《《《《出埃及記出埃及記出埃及記出埃及記》》》》15151515::::1111----18181818，，，，摩西唱了一首讚美神的詩摩西唱了一首讚美神的詩摩西唱了一首讚美神的詩摩西唱了一首讚美神的詩

歌歌歌歌，，，，讚美神在埃及做了什麼讚美神在埃及做了什麼讚美神在埃及做了什麼讚美神在埃及做了什麼，，，，神在曠野旅程中正在做神在曠野旅程中正在做神在曠野旅程中正在做神在曠野旅程中正在做

什麼什麼什麼什麼，，，，神在應許之地將會做什麼神在應許之地將會做什麼神在應許之地將會做什麼神在應許之地將會做什麼。。。。    

    

寫下你自己的敬拜之歌寫下你自己的敬拜之歌寫下你自己的敬拜之歌寫下你自己的敬拜之歌，，，，包括神是誰包括神是誰包括神是誰包括神是誰，，，，神如何把你從神如何把你從神如何把你從神如何把你從

罪的捆綁中拯救出來罪的捆綁中拯救出來罪的捆綁中拯救出來罪的捆綁中拯救出來，，，，神現在正在做什麼來引導你的神現在正在做什麼來引導你的神現在正在做什麼來引導你的神現在正在做什麼來引導你的

信心之旅信心之旅信心之旅信心之旅，，，，神將要做什麼來把你帶到天堂神將要做什麼來把你帶到天堂神將要做什麼來把你帶到天堂神將要做什麼來把你帶到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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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經由 RealmRealmRealmRealm、、、、ZelleZelleZelleZelle 或 VenmoVenmoVenmoVenmo 奉獻時請在備註欄註明您的奉獻帳號 
若不知道帳號，請在備註欄中註明您的電郵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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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票或匯票支票或匯票支票或匯票支票或匯票    
可郵寄至 

5801 Beacon Ave S  
Sea�le, WA 98108     

新冠疫情措施新冠疫情措施新冠疫情措施新冠疫情措施    
    

 任何參加過教會聚會而 COVID 檢測呈陽性者，必須立即聯繫教會
辦事處 206-725-6363 或 office@seattlecbc.org 

 

 如果 COVID 呈陽性者參加過教會範圍內的活動，教會將發送一封
群發電郵通知有潛在性的陽性 COVID 接觸。請與您的醫療保健提
供者跟進。 
 

 如果 COVID 呈陽性者參加過較小型聚會/活動，活動負責人須聯
繫教會辦公室和所有參與者。 

 

 教會將採取適當措施確保教堂設施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