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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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雖失腳，也不至全身仆倒，因為耶和華用手攙扶他。-詩篇 37 篇 24 節 

 

西敏寺的鐘塔是英國倫敦相當具有代表性的地標，並以「大笨鐘」（Big 

Ben）之稱而聞名於世。一般認為鐘聲的旋律，是取自韓德爾名曲《彌賽

亞》中「我知道我的救贖者活著」的曲調。後來有人寫了一些字句，並陳

列在大笨鐘的鐘房裡： 

 

 

願主此刻成為我引導； 

讓我靠祢大能不跌倒。 

詩篇 37 篇也有類似的詞句：「義人的腳步被耶和華立定，他的道路，耶和

華也喜愛。他雖失腳，也不至全身仆倒，因為耶和華用手攙扶他」 （23-24

節） 。在此，我們看到上帝的兒女經歷祂親密的同在：「他的道路，耶和

華也喜愛」 （23 節） 。在 31 節更是提到：「上帝的律法在他心裡，他的

腳總不滑跌。」 

 

這實在是非比尋常！這位宇宙的創造者不但扶持我們、幫助我們，祂還深

深關切我們生活中的每一個片刻。怪不得使徒彼得會滿懷信心地告訴我們

說：「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上帝，因為祂顧念你們」（彼得前書 5 章 7

節） 。只要心中確信上帝必然看顧，我們就有勇氣面對各樣的景況。 

 

慈愛的天父，謝謝祢關心我生活中的每一個細節。 

當我面對困難的時候，求祢激勵我， 

使我言行舉止都能表明祢偉大的愛，並榮耀祢的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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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為敎會今年主題「耶和華是我們的牧者」祈禱， 願神建立南區證道堂

弟兄妹姊們，認定上帝是我們的领導，是我們的盼望， 信靠跟隨賜恩惠

慈愛的天父 。 

 楊宗正牧師本年休醫療年假， 長老團將每三個月，查詢牧師健康情

況， 請為楊牧師身體代禱，求主力上加力，平安康復。 

 請為小组長带領牧養组員及慕道朋友禱告，求给智慧的神，幫助他們的

需要，加添他們的信心。 

 請為執事和他們的家庭代禱，求神使用他們帶領羊群，更信靠神的引

導，完成神给敎會的使命。 

 請為本教會家庭事工祈禱，求神塑造蒙福的家庭，夫妻和睦恩愛， 同心

追求事奉，兒女靈命長進，全家倚靠基督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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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第一、三週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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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主題年主題年主題年主題::::    耶和華是我們的牧耶和華是我們的牧耶和華是我們的牧耶和華是我們的牧者者者者 

Annual Theme:  The Lord is our shephe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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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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二二 0000 年年年年一一一一月月月月五五五五日日日日        上上上上午午午午十一十一十一十一時時時時    
         January 5,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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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Call to Worship Psalms 27:4 

 
頌頌頌頌 讚讚讚讚 神哪我要讚美神哪我要讚美神哪我要讚美神哪我要讚美你你你你 

Praise Singing 晨曦破晨曦破晨曦破晨曦破曉曉曉曉    

    豐盛的人豐盛的人豐盛的人豐盛的人生生生生    

    耶穌愛耶穌愛耶穌愛耶穌愛你你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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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栽在溪水旁栽在溪水旁栽在溪水旁栽在溪水旁 周天深牧周天深牧周天深牧周天深牧師師師師  
Message    

  
聖聖聖聖 餐餐餐餐                                                                    

Holy Commu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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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信信信    息息息息    大大大大    綱綱綱綱    
SERMON OUTLINE 

 

 

栽在溪水旁栽在溪水旁栽在溪水旁栽在溪水旁 

Planted by Streams of Water 

詩篇詩篇詩篇詩篇 Psalms 1:1-6 

 

 

 

I. 義人的道路義人的道路義人的道路義人的道路 The way of the righteous 

詩詩詩詩 Psalms 1:6, 太太太太 Matthew 7:13-14 

 

 

 

II. 默想的人生默想的人生默想的人生默想的人生 A meditative life 

詩詩詩詩 Psalms 1:2, 提後提後提後提後 II Timothy 2:7 

 

 

 

III. 生命的果子生命的果子生命的果子生命的果子 The fruit of life 

詩詩詩詩 Psalms 1:3, 加加加加 Gal 5:22-23, 腓腓腓腓 Phi 1:11,  

來來來來 Heb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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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月短講主題本月短講主題本月短講主題本月短講主題“我睡前的故事我睡前的故事我睡前的故事我睡前的故事” 請與家人一起閱讀馬太福音請與家人一起閱讀馬太福音請與家人一起閱讀馬太福音請與家人一起閱讀馬太福音 1:22-23 、、、、並討並討並討並討

論為什論為什論為什論為什麽麽麽麽神與我們同在是最珍貴的神與我們同在是最珍貴的神與我們同在是最珍貴的神與我們同在是最珍貴的。。。。 

 

 成長主日學課程預報成長主日學課程預報成長主日學課程預報成長主日學課程預報    ((((每主日上午每主日上午每主日上午每主日上午 9:30-10:30am)    

1. 「「「「羅馬書羅馬書羅馬書羅馬書」」」」藉著一起學習羅馬書藉著一起學習羅馬書藉著一起學習羅馬書藉著一起學習羅馬書，，，，我們希望更清楚的認識福音的本質和上我們希望更清楚的認識福音的本質和上我們希望更清楚的認識福音的本質和上我們希望更清楚的認識福音的本質和上

帝救贖的永恆計劃帝救贖的永恆計劃帝救贖的永恆計劃帝救贖的永恆計劃。。。。(教師教師教師教師：：：：隗捷弟兄隗捷弟兄隗捷弟兄隗捷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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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於明年四月並於明年四月並於明年四月並於明年四月十十十十二日二日二日二日（（（（復活節復活節復活節復活節））））受洗受洗受洗受洗，，，，有意者請盡快向祝國華姊妹報名有意者請盡快向祝國華姊妹報名有意者請盡快向祝國華姊妹報名有意者請盡快向祝國華姊妹報名 

3. 「「「「20 分鐘親子課程分鐘親子課程分鐘親子課程分鐘親子課程」」」」此系列講座此系列講座此系列講座此系列講座，，，，能幫助父母學習如何與孩子建立關係能幫助父母學習如何與孩子建立關係能幫助父母學習如何與孩子建立關係能幫助父母學習如何與孩子建立關係, 

使用實在方法培養感情使用實在方法培養感情使用實在方法培養感情使用實在方法培養感情, 引導孩子的成長引導孩子的成長引導孩子的成長引導孩子的成長。。。。 

 
 姐妹團契姐妹團契姐妹團契姐妹團契 1 月聚會月聚會月聚會月聚會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 活水的泉源活水的泉源活水的泉源活水的泉源((((由由由由郭美霞郭美霞郭美霞郭美霞姐妹姐妹姐妹姐妹分分分分享享享享)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2020 年年年年 1 月月月月 11 日星期六早上日星期六早上日星期六早上日星期六早上 9:00-12:00 （（（（有早餐供應有早餐供應有早餐供應有早餐供應））））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詹玉玲詹玉玲詹玉玲詹玉玲姐妹姐妹姐妹姐妹家家家家    ((((16803 163rd Pl SE, Renton, WA 98058))))    

    

 小組歡聚迎新小組歡聚迎新小組歡聚迎新小組歡聚迎新春春春春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 月月月月 18 日日日日 (週六週六週六週六) 晚晚晚晚上上上上 5:00 - 9:00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1031  Monroe Ave. NE, Renton, WA 98056 

晚晚晚晚餐餐餐餐為為為為 potluck 形式形式形式形式，，，，請各小組組員帶拿手好菜請各小組組員帶拿手好菜請各小組組員帶拿手好菜請各小組組員帶拿手好菜，，，，與弟兄姐妹們分與弟兄姐妹們分與弟兄姐妹們分與弟兄姐妹們分享享享享。。。。晚晚晚晚

膳後共享膳後共享膳後共享膳後共享 '小組樂聚迎新春小組樂聚迎新春小組樂聚迎新春小組樂聚迎新春' 晚會晚會晚會晚會。。。。請弟兄姐妹及各小組組員預留時間出席請弟兄姐妹及各小組組員預留時間出席請弟兄姐妹及各小組組員預留時間出席請弟兄姐妹及各小組組員預留時間出席 

 

 事工預報事工預報事工預報事工預報  

 1 月月月月 5 日日日日 (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00 執執執執事事事事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1 月月月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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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月月月 26 日日日日 (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2:00 會員年會會員年會會員年會會員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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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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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78.50  宣道宣道宣道宣道$---    建堂建堂建堂建堂$570    慈善慈善慈善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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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天深牧周天深牧周天深牧周天深牧師師師師    周天深牧周天深牧周天深牧周天深牧師師師師    

司司司司     會會會會 隗捷隗捷隗捷隗捷弟弟弟弟兄兄兄兄 陳品安陳品安陳品安陳品安弟弟弟弟兄兄兄兄 

領領領領     唱唱唱唱 吳怡芬吳怡芬吳怡芬吳怡芬姐妹姐妹姐妹姐妹 邵辛峰邵辛峰邵辛峰邵辛峰姐妹姐妹姐妹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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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怡芬吳怡芬吳怡芬吳怡芬姐妹姐妹姐妹姐妹 

聖聖聖聖                    餐餐餐餐 王建國王建國王建國王建國姐妹姐妹姐妹姐妹 / 朱麗萍朱麗萍朱麗萍朱麗萍姐妹姐妹姐妹姐妹     

聖聖聖聖    餐餐餐餐    事事事事    奉奉奉奉 
陳茵姐妹陳茵姐妹陳茵姐妹陳茵姐妹      伍榮恩弟伍榮恩弟伍榮恩弟伍榮恩弟兄兄兄兄 

勞達明勞達明勞達明勞達明弟弟弟弟兄兄兄兄                張士昌張士昌張士昌張士昌弟弟弟弟兄兄兄兄    

梁榮恩梁榮恩梁榮恩梁榮恩弟弟弟弟兄兄兄兄    

 

音音音音     響響響響 張群穎張群穎張群穎張群穎弟弟弟弟兄兄兄兄 張聖奇張聖奇張聖奇張聖奇弟弟弟弟兄兄兄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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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秀橋周秀橋周秀橋周秀橋姐妹姐妹姐妹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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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秀橋周秀橋周秀橋周秀橋姐妹姐妹姐妹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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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