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雅圖南區證道堂 
 主日崇拜 
 Evangelical Chinese Church of South King County, Seattle 

 Sunday Worship 

 二0二二年八月七日 上午十一時 

 August 7, 2022 11:00 AM 

 2022年主題: 切實相愛 彼此服事 
 Annual Theme:  Above all: Love and Serve 

 教会辦公室  Church  Office  1042 Lynnwood Ave. NE 
 Renton, WA 98056 

 事工中心  Ministry Center  2417 NE 27th St. 
 Renton, WA 98056 

 電話  Telephone  425-CAN-LOVE  (425-226-5683) 
 網站  Website  https://eccskc.org 
 電郵  Email  welcome@eccskc.org 
 郵寄地址  Mailing Address  PO Box  59686, Renton, WA 98058 

https://eccskc.org/
mailto:welcome@eccsk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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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綫上頻道  Youtube Channel 

 教會已经停止綫上直播，每周的崇拜錄影将会上載到我们的頻道。 

 We have stopped live streaming. The weekly worship video will be uploaded to our channel. 

 点擊觀看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6axurrLhq9wMOngBEiHvsQ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6axurrLhq9wMOngBEiHvsQ/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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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拜程序  Order of Worship 

 序樂  Prelude 

 宣召  Call to Worship  耶利米哀歌 3:19-26 
 Lamentations 3:19-26 

 頌讚  Praise Singing  我的神, 我的父, 我的磐石 
 我的神我要敬拜你 
 那双看不见的手 
 耶稣恩友 

 禱告/奉獻  Prayer/Offering  奉獻是敬拜的一部分 

 信息  Message  在末世的盼望中，忠心事奉（三） 
 ——切實相愛、彼此連結 
 林承安牧師 

 聖餐  Holy Communion 

 三一頌及祝福  Doxology & Benediction 

 歡迎/報告  Welcome and Announc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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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大綱  Sermon Outline 

 在末世的盼望中，忠心事奉（三） 
 ——切實相愛、彼此連結 
 彼前4:8 

 一.  彼此相愛，連結因罪分離的人 
 彼前4:8；約壹4:7-10 

 二.  重生得救，建立彼此互愛根基 
 彼前1:22-23；约壹4:7；約壹4:11； 
 約壹4:7-8；約壹2:7-9；約13:34 

 三.  在神家中，學習操練彼此相愛 
 彼前1:22-23；彼前2:17；約壹4:21； 
 提前3:1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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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契的四個層面 
 1．成為肢體：選擇歸屬 

 弗2:19；羅12:5 

 2．建立友情：學習分享 
 徒2:44；來10:25 

 3．成为同工：盡我本分 
 林前3:9；太25:40 

 4．親如家人：彼此委身 
 徒2:42；羅12:10；約壹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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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事項  Announcement 
 ●  8/27/22 週六 9am-4pm 

 在事工中心有小組長會議及活活帶小查訓練 

 ●  教會圖書館因過去一直借閱次數不足，將會有以下改變： 

 1. 現有部分書籍和所有的DVD，CD會開放給教會弟兄姊妹自取所需，自 
 行保留。請在8月的主日（8/7，8/21，8/28）下午12:45–1:30 前往圖 
 書館瀏覽。 

 2. 9月份開始圖書館不會開放借閱，但是歡迎弟兄姐妹前往閱讀（週日 
 辦公室9:00到1:30一般都開門），我們不會有同工負責借閱事宜。如有 
 書籍需要拿回家繼續閱讀，請電郵給  library@ECCSKC.org  。 我們有同工 
 和你聯繫。 

 3. 如若你需要搜尋某些書籍或聖經，歡迎聯絡圖書館同工諮詢。請電郵 
 library@ECCSKC.org 

 ●  下周8月14日教會有戶外聯合中英崇拜及聚餐, 崇拜後若你需要教會為你 
 準備一份簡單午餐, 請在前門登記你的大名, 以便計算人數。來聚會那天, 
 請記得攜帶自己的露營椅子。 

 ●  南區禱告事工 

 日期  時間  主旨  Zoom 

 晨禱  每主日  8:00-9:00 AM  為國家，教會，肢體代禱  會議ID  : 9935135611 
 密碼  :  327245 
 聯絡  :  劉學才弟兄  午間禱告  週一到週五  12:00-12:30 PM  用靈修經文回應神到教導 

 代禱事工  請將代禱事項電郵  eccskcpray@gmail.com  ；我們會為你禱告 

mailto:library@ECCSKC.org
mailto:library@ECCSK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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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VID 崇拜指引 
 崇拜中自選需不需要戴口罩 
 如果你或家人感到不適, 請在家裡上網敬拜 
 若感染 COVID, 請一個主日在家裡上網敬拜,, 沒有症狀再來實體崇拜 
 若參加主日崇拜後發現呈陽性, 請通知教會領導 
 (welcome@eccskc.org） 

 ●  三樣奉献方法 3 offering options 
 ○  寄支票去 PO Box 59686, Renton, WA 98058 
 ○  通過 Zelle 用銀行轉帳 
 ○  通過 PayPal 用信用卡 

 本主日  下主日 

 講員  林承安牧師  聯合聚會 

 司會  曾耀南長老 

 領唱  邵辛峰姐妹  英文堂 

 司琴  張逸墨姐妹  英文堂 

 投影  林健橋弟兄  劉學才弟兄 

 錄影  梁啟光弟兄  梁啟光弟兄 

 程序單  葉蕾姐妹  劉麗美姐妹 

 音響  羅國威弟兄  陳偉民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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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組學習參考  Study References 

 ●  【靈命日糧】“Our Daily Bread” 靈修材料，讓我們天天親近主，日日更 

 像祂。 

 https://traditional-odb.org/today/ 

 ●  橄榄社区 

 http://ocochome.info 

 ●  华人基督徒查经资料网站 

 www.ccbiblestudy.org/index-S.htm 

 ●  查經資料大全 

 www.jidujiao.com/chajing/index.htm 

 ●  聖經搜索引擎 

 www.biblesearch.com.tw/search/search.jsp 

 ●  基督徒生活網 

 www.cclw.net/gospel 

 ●  中文聖經下載(简体/繁體) 

 www.bible.org/chinese/e/download/pdf 

https://traditional-odb.org/today/
http://ocochome.info/
http://www.ccbiblestudy.org/index-S.htm
http://www.jidujiao.com/chajing/index.htm
http://www.biblesearch.com.tw/search/search.jsp
http://www.cclw.net/gospel
http://www.bible.org/chinese/e/download/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