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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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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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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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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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0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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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西就為他們祝福    — —  

經 文經 文經 文經 文    出埃及記 39:42-43; 40:33-3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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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梅詠雯姊妹 韋湯慧心姊妹 

頌 讚頌 讚頌 讚頌 讚    黃雷曉棠姊妹 蒙恩詩班 

實體崇拜請在簽到枱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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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今天中文崇拜有陳綺雯和吳重嫻接受浸禮。請
為主所結新葡禱告。 

 

 冬令時間冬令時間冬令時間冬令時間：：：：日光節約時間將於 11/6 凌晨 2時結束；請於 11/5
本週六晚將時針向後撥慢一小時。 

 

 中文事工會議中文事工會議中文事工會議中文事工會議：：：：請參加今日下午 1點舉行的第二堂事工跟進會
議。聽取進展情況。 

 

 返校購物返校購物返校購物返校購物：當你進行返校購物時，請挑選一些額外的學習用品
添加到你的撒瑪利亞錢包鞋盒中。鞋盒可在前廳獲取，收集由
10/31 至 11/20 止。 

 

 感恩節午餐感恩節午餐感恩節午餐感恩節午餐：：：： 11/19 禮拜六中午 12點在聯誼室舉行。為點算
人數以便準備食材和場地，11/11 將截止報名。請向所屬各小
教會、團契、小組負責人報名。各負責人請代為收集報名人
數，於 11/11 遞交中文執事：譚穎文、劉仲均或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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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浸正為聯合福音使團收集襪子和內衣褲贈
予露宿者。請將新襪子或內衣褲放入前廰的收集桶中。11/30 
截止收集。 

 

 貴賓代禱卡貴賓代禱卡貴賓代禱卡貴賓代禱卡：：：：為上帝放在你心中的貴賓填寫代禱卡，為之代禱
並助其得救。 

華浸家訊華浸家訊華浸家訊華浸家訊    定期活動定期活動定期活動定期活動    
 

主日崇拜主日崇拜主日崇拜主日崇拜 
請用您電話最後四個號碼或你的姓氏進行簽到。 
無帳戶者請填寫註冊表，我們將為您創建一個。 

如因新冠肺炎而在線上敬拜，請聯繫辦事處或在線上簽到。  
 

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    
以救恩為出發點，採用合邏輯的方法， 

建立前後連貫的真理體系，帮助信徒更明白信仰的根基。 
主日上午 9:30 在 205 課室上課。歡迎隨時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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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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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靈領袖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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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耶穌茶座認識耶穌茶座認識耶穌茶座認識耶穌茶座    

暫定每月第二個禮拜五上午 10 時-12 時 

若願認識耶穌，請往 https://seattlecbc.org/baptism/登

記或聯絡李梅詠雯 239-300-3319 
 

讚美禱告之夜讚美禱告之夜讚美禱告之夜讚美禱告之夜    

每月最後一個禮拜三，晚上 7:30-9:00 

在華浸禮堂舉行。不設中文翻譯 
    

長青聚會長青聚會長青聚會長青聚會    

每月第四個禮拜四中午 12 點。請在 11:45 之前抵達。 

報名請聯繫李梅詠雯 239-300-3319、陳健瑜 206-947-

1929、劉仲均 206-218-2945，或譚穎文 206-227-4846 
 

貴賓午餐貴賓午餐貴賓午餐貴賓午餐    

每月第四個主日崇拜散會後，所有人都獲邀參加 

與貴賓會面及表示歡迎 
 

 
 
 

 

講題講題講題講題    

《《《《摩西就為他們祝福摩西就為他們祝福摩西就為他們祝福摩西就為他們祝福》》》》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出埃及記出埃及記出埃及記出埃及記 39:4239:4239:4239:42----43; 40:3343; 40:3343; 40:3343; 40:33----38383838    
    

    

    

    

    

    

討論問題討論問題討論問題討論問題：：：：    
        

當我們結束當我們結束當我們結束當我們結束《《《《出埃及記出埃及記出埃及記出埃及記》》》》系列時系列時系列時系列時，，，，要記得上帝的大藍圖要記得上帝的大藍圖要記得上帝的大藍圖要記得上帝的大藍圖

是藉由所應許的耶穌基督的贖罪工作是藉由所應許的耶穌基督的贖罪工作是藉由所應許的耶穌基督的贖罪工作是藉由所應許的耶穌基督的贖罪工作（（（（創世紀創世紀創世紀創世紀 3:153:153:153:15））））通通通通

過以色列過以色列過以色列過以色列（（（（出埃及記出埃及記出埃及記出埃及記 19191919::::5555----6666））））來賜福世人來賜福世人來賜福世人來賜福世人（（（（創世紀創世紀創世紀創世紀

12121212::::1111----3333）。）。）。）。出埃及記出埃及記出埃及記出埃及記 39393939::::42424242----43434343 和出埃及記和出埃及記和出埃及記和出埃及記 40404040::::33333333----38383838

中中中中，，，，以色列人按照神的吩咐以色列人按照神的吩咐以色列人按照神的吩咐以色列人按照神的吩咐，，，，完成了一切建造帳幕的完成了一切建造帳幕的完成了一切建造帳幕的完成了一切建造帳幕的

工工工工，，，，耶和華的榮光就充滿了帳幕耶和華的榮光就充滿了帳幕耶和華的榮光就充滿了帳幕耶和華的榮光就充滿了帳幕。。。。這就是出埃及記的結這就是出埃及記的結這就是出埃及記的結這就是出埃及記的結

束束束束。。。。    
    

我們的教會需要做什麼來體驗神的榮光和接受他的賜我們的教會需要做什麼來體驗神的榮光和接受他的賜我們的教會需要做什麼來體驗神的榮光和接受他的賜我們的教會需要做什麼來體驗神的榮光和接受他的賜

福福福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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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告通告通告通告    
義工召募義工召募義工召募義工召募：：：：若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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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施使用設施使用設施使用設施使用：：：：所有使用教會設施的團體都需致電郵
office@beaconhillchurch.com 向教會辦事處預訂房間。非獲授權
活動，請勿在主日下午 1點以後留在大樓內，以避免關門問題及保
安系統誤報。 
    

物歸原狀物歸原狀物歸原狀物歸原狀：：：：東西使用後，請物歸原處。垃圾箱解鎖後，請上鎖回
去。場地使用後請自行清理，食物和垃圾請分類倒入堆肥、回收、
垃圾桶中。地毯有污漬，請聯繫辦事處索取工具清潔。 
 

個人防護裝備個人防護裝備個人防護裝備個人防護裝備：：：：如需個人防護裝備和 COVID 檢測劑，可以致電或電
郵聯繫教會辦事處。 
 

通告申請通告申請通告申請通告申請：：：：參與本會敬拜者可向教會辦事處提出申請，在教會公告

上刊登有關親人結婚、出生或離世的消息。 

Myrtle WaiMyrtle WaiMyrtle WaiMyrtle Wai    
生命禮讚 生命禮讚 生命禮讚 生命禮讚     

    

我們華人浸信會的家人獲邀參加 
2022 年 11 月 12 日，禮拜六上午 11:30 

華人浸信會 
請往 http://evite.me/fjR76bkaNh 回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