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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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斷的加添給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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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復活節之前的禁食禱告感恩，也看見 

神奇妙的帶領，將榮耀都歸給神。 

8. 為執事選舉禱告，求神的旨意成全。 

（若是下週不能來聚會的會友，請今天 

先去投票。） 

9. 為日語部將要尋牧之事禱告，求神的定時 

和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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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0，禱告並學習《約翰福音》， 

 請大家來禱告。 

2. 姐妹會﹕每週五早上 1 0 :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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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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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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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信息：受洗之後～然後呢？ 
經文：馬太福音 7 章 21 節 

1.受洗之後，渴慕喂養 

   彼前二 2、太五 6 

 

 

2.受洗之後，傳揚福音 

約四 39、徒十六 14、15、徒十六 30、31 

 

 

3.受洗之後，儆醒等候 

   太二十四 36～39、彼前四 7 

 

 

結語 

 

金句: “凡稱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

進天國；惟獨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進去。 

--馬太福音 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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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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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禱告 

大家都知道應該誠實，但是無論 

信主與否，我們都是處在一個嘴唇不 

潔淨的世界，我們也是必須常常面對 

誠實的考驗。 

曾經在一個雜誌上、看見一則非常 

有趣的小故事，也可以給我們很大的 

啟示，這個故事說，在某一條街上， 

有一個小孩子急急忙忙地向前奔跑， 

終於喊住一位行人說：「先生，你是不

是丟了 5 百塊錢？」這位行人起初有點

愕然，但是他隨即摸摸口袋，很鎮定地 

回答說：「不錯，我確實丟了 5 百塊

錢，小朋友，是你撿到了嗎？」那個 

孩子說﹕「噢！沒有。我只是想知道今

天究竟有多少人丟了五百塊錢，先生， 

你是第五十三位。」這一個尷尬的故事 

會使人會心一笑，不知道你和我，在 

這種「誠實的考驗」中、能及格嗎？ 

日期 禮拜 讀經內容 

4/24 一 
啟示錄 14:3 節、詩篇 68 篇、 
撒母耳記下 21 章、路加福音 13 章 

4/25 二 
啟示錄 14:4 節、詩篇 69 篇、 
撒母耳記下 22 章、路加福音 14 章 

4/26 三 
啟示錄 14:5 節、詩篇 70 篇、 
撒母耳記下 23 章、路加福音 15 章 

4/27 四 
啟示錄 14:6 節、詩篇 71 篇、 
撒母耳記下 24 章、路加福音 16 章 

4/28 五 
啟示錄 14:7 節、詩篇 72 篇、 
列王紀上 1 章、路加福音 17 章 

4/29 六 
啟示錄 14:8 節、詩篇 73 篇、 
列王紀上 2 章、路加福音 18 章 

http://www.yoccc.j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