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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nday Worship 

 二0二二年十一月六日 上午十一時 

 Novembe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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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馬書  5:6-8 
 Romans  5:6-8 

 頌讚  Praise Singing  坐在寶座上聖潔羔羊 
 感谢神 
 活出愛 
 祢是我永遠的救主 
 主活着 

 禱告/奉獻  Prayer/Offering  奉獻是敬拜的一部分 

 獻詩 Anthem  詩篇三十六篇 
 詩班 

 信息  Message  在末世的盼望中，相愛服事（五） 
 ——盡心盡職、作好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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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愛服事（五） 
 ——盡心盡職、作好管家 
 彼前 4:10；太25:14-30 

 一.  明白職責、辨認恩賜 
 彼前 4:10；太 25:14；太 25:20,22；太 25:25；太 25:15； 
 羅 12:6；林前 12:7-11 

 二.  把握機會、善用恩賜 
 太 25:16-18；太 25:25；太 25:26-27；羅 14 : 23；來 11 : 6 

 撒但常用的三種讓人懼怕的方法： 
 1.  自我懷疑（Self-doubt） 
 2.  自我可憐（Self-pity） 
 3.  自覺意識太強（Self-consciousness）: 

 箴 29 : 25；太 25 : 24 

 三.  警醒等候、向主交帳 
 太 25:19-20,22；太 16:26；太 25:21,23；太 25:28-29； 
 路 1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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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事項  Announcement 
 ●  按牧 Ordination 

 教會計劃將於12/4 星期日下午 3:00 按立梁牧師，歡迎弟兄姊妹參與， 
 一同感恩, 榮耀歸於上帝 

 ●  兒童主日學需要老師，若您有感動教導兒童，請聯系英文堂的 
 Stephanie Ly (  stephjih@yahoo.com  ) 或 Amy Dychinco 
 (adychinco@gmail.com) 。 

 ●  2022年秋季成人主日學【教會歷史】 
 ➢  主日學日期/時間：每主日（9/4—12/18）9:15AM – 10:05AM 
 ➢  主日學會議室： 

 Meeting ID: 425 226 5683 
 Passcode: 707707 

 ●  姐妹團契11月聚會 
 主題 :    「暗中行善的操練」-- 擺脫虛榮心的轄制 
 時間：  2022年11月12日星期六早上9:00-12:30 （有早餐potluck 方式） 
 地點：  教會事工中心 (2417 NE 27th Street, Renton, WA 98056) 
 聯絡人：吳慈敏師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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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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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stephjih@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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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VID 崇拜指引 Worship Guideline 
 ➢  崇拜中自選需不需要戴口罩 Face mask is optional 
 ➢  如果你或家人感到不適, 請在家裡上網敬拜  Please stay home for 

 on-line worship if you and your family members are not feeling 
 we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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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COVID infected, please stay home one Sunday for online 
 worship.  Please return to in-person worship when symptom free. 

 ➢  若參加主日崇拜後發現呈陽性, 請通知教會領導 
 (welcome@eccskc.org）If tested COVID positive after Sunday 
 service, please inform church leadership (  welcome@eccskc.org  ) 

 ●  上主日聚會人數: 中文堂  116人     新訪者 1人 

 本主日  下主日 

 講員  林承安牧師  王雷長老 

 司會  隗捷弟兄  勞達明弟兄 

 領唱  古雅瑜姐妹  歐陽金鳳姐妹 

 司琴  陶玉瑩姐妹  張逸墨姐妹 

 投影  林健橋弟兄  劉杰弟兄 

 錄影  羅國威弟兄  陳偉民弟兄 

 程序單  劉麗美姐妹  葉蕾姐妹 

 音響  黎劍華弟兄  陳偉民弟兄 

mailto:welcome@eccsk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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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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