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事分享 

· 下主日(8/14)為聖餐主日，請參加網上崇拜的會眾自行於

8/13 前預備「餅」和「葡萄汁」。 

· 中文堂已於昨日 8/6 下午二時舉行浸禮;受浸者:余偉成、梁美

生、宋宇晞、馬學賢、阮雷芬芳、薛秀晖、李仕強、張绮和

Endy。轉會禮於本主日崇拜中舉行;轉會者:馬啟輝、張佩君、

余澤龍、陳雯和葉素娟。願主賜福加入教會的弟兄姊妹,在主

裡成長及事奉神家。 

· 本堂外展部於 8/21(星期日)舉辦之「西宣盛夏遊船河」船票已

經全部售罄。 因船票供不應求的原固, 如參加者有特別原因

未能出席, 請於 8/14 之前與外展部 Richard 聯絡辦理退票手

續。(richardlkchan@gmail.com) 

· 本堂「靈命更新」講座於 8/13 早上 9:30-12:30 假西宣大禮堂

舉行, 內容包括敬拜中享受主; 在個人獨處中與主交談; 在操

練中體會主的同在及有肢體分享。 鼓勵大家能抽空出席, 一

起享受主的同在同行。  

· 新一季的廣東話實體「生命之道」查經聚會,將於 9/8 至

10/27 假本堂舉行。 是次查考題目為《十二先知下》,逢星期

四晚上七時半,共八課;費用全免,歡迎自由奉獻。 現已接受報

名,截止日期:八月八日。 詳情及報名,可瀏覽中神網址或使用

手機應用程式; 亦可與 Polly 聯絡。 

(wol.us.seattle.scac@cgst.edu) 

· 教會本年六月份財政報告可在本會網址上查閱。會眾如對財政

報告有任何查詢，歡迎與本會司庫(文家樂弟兄)聯絡

treasurer@scacseattle.org。   

全年主題：《疫症浪潮：「重整使命、思考生命」》  

信息：  《門徒與重生》 

經文：  《約翰福音 2:23 — 3:15》 

講道筆記：（主日講道錄音可在本會網上收聽） 

引言：浸禮是門徒重生的開始  

1. 每一個人認識耶穌基督都有一個故事 

 

2. 你與上帝相遇的那個契機 

 A. 與上帝相遇 

 B. 將生命撇下去跟隨耶穌 

 C. 聖靈就使我們去重生 

 

3. 怎樣才知道自己重生了沒有？ 

 A. 新生命自然的表現 

 B. 幾時發生是奧祕，但之後我們會知道 

總結：如果你今天死了，又去到天堂門口，你確定上帝認識你

嗎？ 

挑戰問題 

1. 如果你未信耶穌，你是否願意接受主耶穌為你的救主去經歷重

生？ 

2. 如果你已經歷重生，你有沒有重生後生命的樣式，你舊有的生

命是否已釘死在十字架上？ 

3. 請參考新生命清單，你的生命現在有那些表徵？ 

 



歡迎你參與西雅圖華人宣道會的網上崇拜。如果
你是我們當中的新朋友，你可以用以下連線或二
維碼來填寫我們的來賓卡，讓我們能夠與你分享

教會的其他活動。 

https://tinyurl.com/2p8j krh   
 

 

《請注意﹕(1)若有不方便站立之兄姊，在會眾站立時間可隨意坐下。 

                     (2)請各位進入禮堂前，把手提電話或響鬧裝置關掉。》 

西雅圖華人宣道會 

 主日崇拜程序 

 二零二二年八月七日 
 

讚美 宣召、禱告 敬拜隊 

信息 讀經《約翰福音 2:23-3:15》 曾慶邦牧師             

轉會  曾慶邦牧師 

牧禱 歡迎、問安、報告    

祝福 三一頌、默禱  

殿樂   

樂意奉獻 「捐得樂意的人，是神所喜愛的。」(林後 9:7)  

 
〔奉獻箱設在禮堂門口〕 

  

會址﹕Sea le Chinese Alliance Church 

 2803 S Orcas Street, 

 Sea le, WA 98108  

電話﹕ (206) 725-0771 

網址﹕www.scacsea le.org  

 
二零二二年六月財政報告 

 本月收入 本月支出 本月超額  

(差額) 

本年超額  

(差額) 

常 費 58,742.21 119,453.46 (60,711.25) (277,079.42) 

差 傳 4,365.00 7,000.00 (2,635.00) (17,845.73) 

仁愛基金 860.00 0.00 860.00 6,024.57 

慈慰基金 420.00 106.59 313.00 1,494.41 

神學 

助學金 
274.00 3,055.00 (2,781.00) (12,690.00) 

*請留意：「擴堂/維修基金」及「植堂基金」的餘額於3/31/2022已

全數撥入「儲備及發展基金」。 



以下是一則令人傷感的報告，我們西宣物業管理助理 Rick 的愛

妻、Micah 和 Kayla 的母親, Alice Samphao 於上星期五 7/29 突

然離世。 她是一位和藹可親的姊妹，她的善良和笑容將永遠留在

我們的心中。 

Alice 的離世,對 Rick 和他家人來說除了傷心以外還有很多突如其

來的生活上安排需要大家幫助。 我們已經設置以下方法, 願大家

在主的帶領下給予，願主能帶領及保守 Rick,Micah 和 Kayla 渡過

這傷痛的難關。 

給予 Rick 及他們一家經濟上的幫助(葬禮、藥物、

獎學金及其他費用), 可按以下連結:GiveSendGo - 
Alice Samphao Memorial: The #1 Free Chris an Fund-
raising Site.  
 
 
 

給予 Rick 及他們一家在這段艱難時期的膳食, 可

按以下連結登記並可選擇一天或多天的膳食供應: 

https://takethemameal.com/KHJZ4694  
 
 

 

Alice Samphao 的追思會將於星期六 8/20 早上 10:30 假西宣禮堂

進行。 邀請大家參與, 表達我們對 Alice 的懷念並給予 Rick 及

其家人一份支持。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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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告 特別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