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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聖工報告： 

1. 今年度的主題是「擴張帳幕，堅固橛子」

求神幫助我們，常常思想，並努力遵行。 

2. 感謝神，賜我們在基督裡同心合意敬拜 

創造宇宙萬物的獨一真神。 

3. 歡迎第一次來到我們當中的新朋友，願神 

 賜福予你，並將教會作為你屬靈的家， 

請填好「新人歡迎卡」，交給事奉人員。  

4. 會前靜默預備，請大家安靜默禱預備敬拜 

的心，將寒喧及交通留在崇拜結束之後。 

 

△ 感恩代禱事項： 

5. 特別為剛信主和剛受洗的人禱告，求神 

繼續感動他們的心。也求神將得救的人數 

不斷地加添給我們。 

6. 感謝神，為華語崇拜將於七月開始有兩堂 

聚會，求神帶領也感動大家同心服事。 

7. 為七月底的暑假聖經班和八月初的家庭 

營會禱告，求神帶領短宣隊的同工，保守 

祝福他們的服事，也願神的旨意成全。 

8. 為日語部將要尋牧之事禱告，求神的定時 

和預備。 

9. 為六月第一個主日將有新舊執事交接典禮 

禱告，求神帶領並祝福。 

☆團契活動報告和代禱事項☆ 

1. 禱告會﹕每週三晚上 7:15。每主日崇拜前 

早上 9 :00，禱告並學習《約翰福音》， 

 請大家來禱告。 

2. 姐妹會﹕每週五早上 10 : 30 開始，課程  

《創世記》，歡迎姐妹們參加。 

3. 芥 菜種子 ﹕每週 五晚 上 7 : 3 0 查 考 

 《創世記》，歡迎邀請朋友參加。 

4. 日文禱告會﹕每週六晚上 7 : 0 0 開始， 

 歡迎說日語的弟兄姐妹來參與禱告。 

5. 成人主日學﹕每主日早上 11 :45 全教會 

 一同學習「永生第一年」。 

6. 日文禮拜﹕每主日下午 2 : 0 0 開始 ,歡迎 

 大家邀請說日語的朋友來參加。 

7. 夜間禮拜﹕ 每主日晚上 9:30 聚會。 

8. BSF 研究聖經團契英語查經班﹕ 

每週一晚上 7:00 至 9:00 弟兄查經班。 

每週二早上 10:00 至 12:00 姐妹查經班。 

每週二晚上 7:00 至 9:00 姐妹查經班。 
☆上週主日聚會人數☆ 

 
 
 
 
 
 
 
 
 
 
 
 

◇ 主日事奉輪值表◇ 
 

 

大人 孩童 禱告會 

220 65 49 

 證道 司會 領唱 
司琴 

飯食 
洗碗 

週三禱告會 
負責人 

本 
週 潘牧師 王徵力 林娟（大） 

賴吳世惠 
母親節 
日語部 徐鳳龍 

下 
週 柯長老 吳斐夏 梁翌然 

賴吳世惠 
仁愛 
和平 鄭洪艷 



本週信息：愛與管教 
經文：箴言第二十二章 6 節 

1.看重孩子生命的價值 

         太 19:14 

太 18:10  

 

2.相信孩子本性的墮落 

箴 22:15 

箴 13:24 

箴 23:13、14 

3.家庭必須與教會配搭 

        申 6:2、5-7 

 

 

結語 

 

 

金句: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 

   也不偏離。 

--箴言 22： 6 

 

禱告:主啊，我要讀懂聖經。求主打開我的心竅。  

      阿們。 

本周讀經進度:   

今年主題﹕擴張帳幕，堅固橛子 
使徒信經﹕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獨生之子 
因聖靈感孕，由童貞女瑪利亞所生， 

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於十字架上， 
死了，葬了，降在陰間， 
第三天從死裡復活。 

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 
將來，必從那裏降臨，審判活人死人。 

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 
我信聖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 

阿們。 

  橫濱華僑基督教會 
地址﹕〒231-0023             横浜市中区山下町 82-8 

電話﹕045-641-3877             http://www.yoccc.jp/ 

2017 年 5 月 14 日                            牧師﹕王壽誠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 

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

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馬太福音二十八 19、20 

題目﹕扎實的根 

每一位父母都面臨一個問題﹕「究

竟應該給孩子多少自由？」因為如果管

教過嚴，容易迫使孩子叛逆，如果太鬆

會造成他們沒有安全感，這必須要有極

大的智慧。 

從節約供水的果園中，我們可以得

到啟示，當這些果樹在「幼苗」的階

段，常常不給它們足夠的水，因此它們

必須忍受痛苦，把根扎得更深一點，努

力去尋找水源。所以當它們在面對乾旱

或是烈日的時候，依然可以生氣蓬勃。 

同樣的，如果孩子們缺乏管教，在

人生的「旱季」時，它們便會枯萎了，

因為他們的根並未扎實。聖經有許多的

例子告訴我們，由於缺乏管教，祭司以

利的兩個兒子不但羞辱父親，同時也羞

辱了上帝。 

日期 禮拜 讀經內容 

5/15 一 
啟示錄 15:1 節、詩篇 86 篇、 
列王紀上 15 章、約翰福音 7 章 

5/16 二 
啟示錄 15:2 節、詩篇 87 篇、 
列王紀上 16 章、約翰福音 8 章 

5/17 三 
啟示錄 15:3 節、詩篇 88 篇、 
列王紀上 17 章、約翰福音 9 章 

5/18 四 
啟示錄 15:4 節、詩篇 89 篇、 
列王紀上 18 章、約翰福音 10 章 

5/19 五 
啟示錄 15:5 節、詩篇 90 篇、 
列王紀上 19 章、約翰福音 11 章 

5/20 六 
啟示錄 15:6 節、詩篇 91 篇、 
列王紀上 20 章、約翰福音 12 章 

http://www.yoccc.j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