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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使命： 
是高舉基督， 
有聖靈能力， 
屬上帝的家。 
 

Mission Statement: 

To   be   a    Spirit -             

empowered  family  
of  God  that exalts 

Christ     

 

 

 

Worship Service at 
1031 Monroe Ave. NE  
Renton,  WA 98056 
Office: 1042 Lynnwood Ave. NE 
            Renton,  WA 98056 

Tel No:   425-CAN-LOVE   
              (425-226-5683)  
 

Website: http://eccskc.org 

E-Mail :eccskc@hotmail.com  

Mailing Address: 

     P. O. Box  59686 
     Renton, WA 98058 

 

 每週每週每週每週靈靈靈靈糧糧糧糧  
 

總要彼此善待，也要善待眾人。-帖撒羅尼迦前書 5 章 15 節，當代譯本修訂

版 

 

表弟邀我一起去釣喇蛄（俗稱小龍蝦），我不禁興奮無比。我開心地提著

他預備裝小龍蝦的塑膠水桶，問他說：「不需要蓋子嗎？」他說不需要，

拿起釣竿和一小袋作誘餌的雞肉塊，我們便出發了。 

 

我們的收穫甚豐，不久那塑膠水桶就裝滿了躁動不安的小龍蝦，這時我明

白為什麼不需要蓋子了。因為每當有小龍蝦快爬到水桶邊緣時，其他的同

伴就會爬在牠的上面，使牠跌回桶子裡去。 

 

這些小龍蝦的困境提醒了我，在群體中，人若自私地只關心自己的好處，

不在乎他人的利益，必會帶來破壞。在寫給帖撒羅尼迦教會的信中，保羅

瞭解彼此扶持、互相幫助的關係十分重要，並鼓勵信徒說：「要警戒不守

規矩的人，勉勵灰心的人，扶助軟弱的人，也要向眾人忍耐。」（帖撒羅

尼迦前書 5 章 14 節） 

 

保羅稱讚他們能彼此關心（11 節），又鼓勵他們建立一個更加互愛、和睦

相處的關係（13-15 節）。大家努力成為一個有饒恕、恩慈和憐恤的群體，

那麼他們和上帝的關係以及彼此之間的關係，都將更加緊密（15、23

節）。 

 

教會可以透過這種愛裡的合一茁壯成長，成為基督的見證。信徒若願全心

扶持他人，不以話語或行為絆跌他人，便能榮耀上帝，並使自己與眾人一

同茁壯成長。 

 

你會如何扶持身邊的人呢？ 

主內弟兄姐妹曾如何關懷憐恤你呢？ 

 

作者： 鄧書琪 

 

 代禱事項代禱事項代禱事項代禱事項  
 

1. 請為下列事項代禱： 
 請為敎會新一年主題「建立基督的身體」祈禱，願神建立南區證道堂，

作一個合神心意，同心興旺福音，建造門徒的敎會。 

 請為每週小组查經聚會代禱，求神使用小组事工造就基督徒靈命，讓追

求者體會信徒生活及如何信靠神，建立神所喜悦的家庭。 

 請為詩班事奉禱告，願每個成員同心合意讚美神，用詩章頌詞，口唱心

和的帶領會衆敬拜主。 

 請為本教會守望關懷事工開始在肢體中間的服事禱告，求神賜每一位同

工信心與智慧，在祂的教會中彼此建造。 

2. 請為下列事項感謝神並請繼續為教會事工的需要代禱：  
 請為梁景涵牧師和英語事工發展禱告。 
 求主施恩典，幫助我們早日順利建堂，以預備一個更大的主日學場所，

幫助我們各慕道友與信徒能有足夠的地方追求與學習神的話語。 
 為牧師、長老、 執事、同工、小組長及他們的家庭禱告，並幫助弟兄姐

妹互相關懷，堅固團契，教會。個人建立持續的禱告生活，並齊心廣傳
福音。 
 

  

  

歡迎大家參加南區証道堂歡迎大家參加南區証道堂歡迎大家參加南區証道堂歡迎大家參加南區証道堂 Welcome to ECCSKC 
主日崇拜主日崇拜主日崇拜主日崇拜  Sunday Worship 

國語主日崇拜 Mandarin Worship Service 11:00 AM 
(英語耳機翻譯)  (English headphone Translation) 
英語主日崇拜 English Worship Service  9:30 AM  
兒童主日崇拜 Children Worship Service 9:30 AM 

————————————————————————— 

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 Sunday School 
國語成人主日學 Mandarin Adult Sunday School  9:30 AM 

英語成人主日學 English Adult and College Sunday School 11:00 AM 

英語初高中主日學 Youth Sunday School    11:00 AM 
兒童主日學 Children Sunday School 11:00 AM  
—————————————————————————————   

小組小組小組小組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Small Group 
小組 聚會時間 聚會地點 語言 
第一組 每月第二、四週六 Renton/Bellevue 粵語 

第二組 每月第一、三週五  Renton/Kent 粵語 

第三組 每週五   Renton/Bellevue 國/英 

第四組 每月第一、三週六   Bellevue/Eastside 國語 
第五組 每週五 Renton 國語 

第六組 每月第二、四週六  Bellevue 國語 
第七組 每週五 Kent 國語 
第八組 每週四 Renton 國語 
第九組 每週二 Renton 國語 

第十組 每週五  Renton 國語 
———————————————————————————— 

團契團契團契團契 Fellowship 

團契 聚會時間 聚會地點 語言 
青少年團契 每月第二、四週六 Renton 英語 
姐妹團契 每月第二週六 Renton/Bellevue 國語 
康寧團契(年長） 每月第四週六 Renton 國語 
—————————————————————————————             

詩班詩班詩班詩班 Choir 
國語詩班 Mandarin   每週日下午 1:00-2:30 

————————————————————————————                     
 

教會圖書室教會圖書室教會圖書室教會圖書室 Church Library 

位於教會辦公室 主日 Sun. 12:45- 1:30 PM 

 

1042 Lynnwood Ave. NE Renton, 98056  

 
南區證道堂是根據聖經信仰耶穌基督的教會；信徒來自不同的背景， 但教

會不屬任何宗派。本教會熱烈歡迎您參加我們的聚會，一同敬拜神。 

The Evangelical Chinese Church of South King County is a Bible believing 

church of Jesus Christ. Although members are of various backgrounds, the 

church is not affiliated with any denomination.    We most warmly welcome 

you to fellowship with us in the Lord, to worship God together, and to 

proclaim in one accord the  salvation of  Christ. 

 

 

To listen to English translation, please dial 319-527-9155 with Access Code 

658521. If you need to borrow a cellphone, please talk to one of the 

users.  Translation usually begins when the sermon starts.  

 

 

 

2019 年主題年主題年主題年主題::::    建立基督的身體建立基督的身體建立基督的身體建立基督的身體 

Annual Theme:  Building up the body of Ch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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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值勤⻑老：張允斌⻑老 

 

聚聚聚聚    會會會會        程程程程        序序序序    
ORDER OF WORSHIP 

    

    二二二二 0000 一一一一九九九九年年年年一一一一月月月月十十十十三日日日日        上上上上午十午十午十午十一一一一時時時時    
         January 13, 2019   11:00 AM 

    
 

序序序序 樂樂樂樂  

Prelude                                               

 
默默默默 禱禱禱禱  

Silent Prayer  

 
宣宣宣宣 召召召召 詩篇詩篇詩篇詩篇    57:9-11 

Call to Worship Psalms 57:9-11 

 
頌頌頌頌 讚讚讚讚 我只要信靠我主我只要信靠我主我只要信靠我主我只要信靠我主 ( I Just Keep Trusting My Lord ) 

Praise Singing 主愛救我主愛救我主愛救我主愛救我    ((((Love Lifted Me)    

    你是我心中的音樂你是我心中的音樂你是我心中的音樂你是我心中的音樂        

 (You Are the Words and the Music)  

         
短短短短    講講講講 難以難以難以難以相相相相信信信信 曾耀南曾耀南曾耀南曾耀南長老長老長老長老    

Mini Message Unbelievable 

 
禱告禱告禱告禱告 / 奉獻奉獻奉獻奉獻 奉獻是敬拜的一部分奉獻是敬拜的一部分奉獻是敬拜的一部分奉獻是敬拜的一部分       
Prayer / Offering 奉獻奉獻奉獻奉獻箱置於禮堂入口處箱置於禮堂入口處箱置於禮堂入口處箱置於禮堂入口處 

 
信息信息信息信息 信信信信!!!! 林漢奇長老林漢奇長老林漢奇長老林漢奇長老 

Message      

  
三三三三 一一一一 頌頌頌頌 及及及及 祝祝祝祝 福福福福 

Doxology & Benediction  

 
交交交交 通通通通 : 歡歡歡歡 迎迎迎迎/報報報報 告告告告 
Fellowship: Welcome and Announcements 

 

 

信 息 大 綱 
SERMON OUTLINE 

 

 

信信信信! Faith!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希伯來書第希伯來書第希伯來書第希伯來書第 11 章章章章   Hebrews 11 

 

 

 

I. 因著信因著信因著信因著信 By Faith 

希希希希 Heb. 11:1-16; 希希希希 Heb. 12:1-2; 羅羅羅羅 Rom. 1:17 

 

 

 

II. 為為為為著信著信著信著信 For Faith 

希希希希 Heb. 11:33-38; 林前林前林前林前 1 Cor. 4:9-13; 彼前彼前彼前彼前 1 Cor. 3:14-15 

 

 

 

III. 信心和信德信心和信德信心和信德信心和信德 Faith & Faith 

路路路路 Luke 18:8b; 羅羅羅羅 Rom. 1:16-17; 伯伯伯伯 Job 19:25-26; 林後林後林後林後 2 Cor. 4:16-18 

 

 

 

IV. 更美的家鄉更美的家鄉更美的家鄉更美的家鄉 A Better Country 

林後林後林後林後 2 Cor. 5:4-9; 希希希希 Heb. 11:13-16 

 

 

報報報報    告告告告    事事事事    項項項項    
ANNOUNCEMENT 

  兒童事工兒童事工兒童事工兒童事工 

於於於於 1/ 19 (週六週六週六週六) 東區証道堂東區証道堂東區証道堂東區証道堂 或或或或 1/ 26  (週六週六週六週六) 証道堂母堂上午十時至下午五証道堂母堂上午十時至下午五証道堂母堂上午十時至下午五証道堂母堂上午十時至下午五

時時時時，，，，舉行兒童主日學教師培訓舉行兒童主日學教師培訓舉行兒童主日學教師培訓舉行兒童主日學教師培訓，，，，內容豐富實用的培訓課程內容豐富實用的培訓課程內容豐富實用的培訓課程內容豐富實用的培訓課程! 主題包括建立主題包括建立主題包括建立主題包括建立 E

世代兒童世代兒童世代兒童世代兒童異象異象異象異象，，，，認識各年齡層的兒童發展認識各年齡層的兒童發展認識各年齡層的兒童發展認識各年齡層的兒童發展，，，，有效備課教課有效備課教課有效備課教課有效備課教課，，，，主日學趣味教主日學趣味教主日學趣味教主日學趣味教

學學學學，，，，溫馨教室秩序管理溫馨教室秩序管理溫馨教室秩序管理溫馨教室秩序管理，，，，如何帶領小朋友決志信主等主題如何帶領小朋友決志信主等主題如何帶領小朋友決志信主等主題如何帶領小朋友決志信主等主題，，，，今天是最後一今天是最後一今天是最後一今天是最後一

天向高莉姊妹或曾天向高莉姊妹或曾天向高莉姊妹或曾天向高莉姊妹或曾長長長長老報名老報名老報名老報名。。。。 

 成長主日學成長主日學成長主日學成長主日學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1111....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帖撒羅尼迦前後書帖撒羅尼迦前後書帖撒羅尼迦前後書」」」」藉著一起學習本書卷藉著一起學習本書卷藉著一起學習本書卷藉著一起學習本書卷，，，，我們可以看見健康成長的教我們可以看見健康成長的教我們可以看見健康成長的教我們可以看見健康成長的教

會所專注的前瞻會所專注的前瞻會所專注的前瞻會所專注的前瞻，，，，如何在當代的環境中活出有盼望的教會生活如何在當代的環境中活出有盼望的教會生活如何在當代的環境中活出有盼望的教會生活如何在當代的環境中活出有盼望的教會生活。。。。 (教師教師教師教師：：：：

隗隗隗隗捷弟兄捷弟兄捷弟兄捷弟兄) 

2.    「「「「受洗造就班受洗造就班受洗造就班受洗造就班 」」」」凡是已經相信並接受耶穌基督為生命的主凡是已經相信並接受耶穌基督為生命的主凡是已經相信並接受耶穌基督為生命的主凡是已經相信並接受耶穌基督為生命的主，，，，生活的主宰生活的主宰生活的主宰生活的主宰，，，，

願意藉施洗禮表明信仰的決心者願意藉施洗禮表明信仰的決心者願意藉施洗禮表明信仰的決心者願意藉施洗禮表明信仰的決心者，，，，都可以報名參加為期十二課的造就班都可以報名參加為期十二課的造就班都可以報名參加為期十二課的造就班都可以報名參加為期十二課的造就班，，，，

並於明年四月二十一日並於明年四月二十一日並於明年四月二十一日並於明年四月二十一日（（（（復活節復活節復活節復活節））））受洗受洗受洗受洗，，，，本課由祝國華姊妹與安軼楠姊妹本課由祝國華姊妹與安軼楠姊妹本課由祝國華姊妹與安軼楠姊妹本課由祝國華姊妹與安軼楠姊妹

授課授課授課授課。。。。((((有意者請盡快向她們報名有意者請盡快向她們報名有意者請盡快向她們報名有意者請盡快向她們報名))))    

3. 「「「「三元福音第一階段三元福音第一階段三元福音第一階段三元福音第一階段」」」」三月到六月三月到六月三月到六月三月到六月    

 2019 會員年會會員年會會員年會會員年會 

教會將於教會將於教會將於教會將於 1 月月月月 27 日主日崇拜後日主日崇拜後日主日崇拜後日主日崇拜後 12 時召開會員年會時召開會員年會時召開會員年會時召開會員年會，，，，分享教會新一年的方分享教會新一年的方分享教會新一年的方分享教會新一年的方

向及事工向及事工向及事工向及事工，，，，印證印證印證印證 2019 年預算及財政政策年預算及財政政策年預算及財政政策年預算及財政政策。。。。敬請南區會員預留時間敬請南區會員預留時間敬請南區會員預留時間敬請南區會員預留時間，，，，準時出準時出準時出準時出

席席席席。。。。2019 年預算及財政政策資年預算及財政政策資年預算及財政政策資年預算及財政政策資料料料料，，，，請上請上請上請上敎敎敎敎會網站查會網站查會網站查會網站查

閱閱閱閱 http://www.eccskc.org/en/node/724。。。。如對新一年的事工及預算有任何意如對新一年的事工及預算有任何意如對新一年的事工及預算有任何意如對新一年的事工及預算有任何意

見或問題見或問題見或問題見或問題，，，，可於可於可於可於 1 月月月月 20 日日日日下下下下午午午午   1:00–1:30   時到教會時到教會時到教會時到教會辧辧辧辧公室與長老團及財公室與長老團及財公室與長老團及財公室與長老團及財

政政政政査査査査詢詢詢詢。。。。 

 愛愛愛愛筵筵筵筵    
                本主日崇拜後將有愛筵本主日崇拜後將有愛筵本主日崇拜後將有愛筵本主日崇拜後將有愛筵(1 月份由第二組弟月份由第二組弟月份由第二組弟月份由第二組弟兄兄兄兄姐妹午餐服事姐妹午餐服事姐妹午餐服事姐妹午餐服事)，，，，歡迎大家留歡迎大家留歡迎大家留歡迎大家留

步步步步，，，，一同分享一同分享一同分享一同分享，，，，共沐主恩共沐主恩共沐主恩共沐主恩。。。。 

 

 事工預報事工預報事工預報事工預報  

 1 月月月月 26 日日日日 (週六週六週六週六)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00  小組長會議小組長會議小組長會議小組長會議 
 1 月月月月 26 日日日日 (週六週六週六週六)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1:00 康寧團契康寧團契康寧團契康寧團契 
 2 月月月月 8 – 10 日日日日 (週五晚週五晚週五晚週五晚 - 週日週日週日週日) 亞杜蘭讀經營亞杜蘭讀經營亞杜蘭讀經營亞杜蘭讀經營 
 3 月月月月 8 – 10 日日日日 (週五晚週五晚週五晚週五晚 - 週日週日週日週日) 夫妻和睦營夫妻和睦營夫妻和睦營夫妻和睦營 

 
 上上上上主日主日主日主日聚會聚會聚會聚會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中文堂中文堂中文堂中文堂  134 人人人人                                                                 

 上上上上主日主日主日主日奉獻奉獻奉獻奉獻:  常費常費常費常費 $7,516.15    宣道宣道宣道宣道$100      建堂建堂建堂建堂$450      慈善慈善慈善慈善$120  

 

     本主本主本主本主 日日日日 下主下主下主下主 日日日日 

講講講講     員員員員 林漢奇長老林漢奇長老林漢奇長老林漢奇長老 楊宗正牧師楊宗正牧師楊宗正牧師楊宗正牧師    

司司司司     會會會會 勞達明勞達明勞達明勞達明弟弟弟弟兄兄兄兄 黃偉國黃偉國黃偉國黃偉國弟弟弟弟兄兄兄兄 

領領領領     唱唱唱唱 邵辛峰邵辛峰邵辛峰邵辛峰姐妹姐妹姐妹姐妹 歐陽金鳳歐陽金鳳歐陽金鳳歐陽金鳳姐妹姐妹姐妹姐妹 

司司司司     琴琴琴琴 陶玉瑩陶玉瑩陶玉瑩陶玉瑩姐妹姐妹姐妹姐妹 陶玉瑩陶玉瑩陶玉瑩陶玉瑩姐妹姐妹姐妹姐妹 

音音音音     響響響響 張聖奇張聖奇張聖奇張聖奇弟弟弟弟兄兄兄兄 羅國威羅國威羅國威羅國威弟弟弟弟兄兄兄兄 

投投投投    影影影影 劉杰劉杰劉杰劉杰弟弟弟弟兄兄兄兄 劉學才劉學才劉學才劉學才弟弟弟弟兄兄兄兄 

招招招招    待待待待 張家柱張家柱張家柱張家柱弟弟弟弟兄兄兄兄    梁榮恩梁榮恩梁榮恩梁榮恩弟弟弟弟兄兄兄兄 

林閃明林閃明林閃明林閃明姐妹姐妹姐妹姐妹 

張家柱張家柱張家柱張家柱弟弟弟弟兄兄兄兄    梁榮恩梁榮恩梁榮恩梁榮恩弟弟弟弟兄兄兄兄 

林閃明林閃明林閃明林閃明姐妹姐妹姐妹姐妹 

本月值勤長老本月值勤長老本月值勤長老本月值勤長老：：：：曾耀南曾耀南曾耀南曾耀南長老長老長老長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