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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背誦經文： 
詩篇十六篇 

1 神啊，求你保佑我，因為我投靠你。2 我的心哪， 

你曾對耶和華說，你是我的主，我的好處不在你 

以外。3 論到世上的聖民，他們又美又善，是我最 

喜悅的。4 以別神代替耶和華的，他們的愁苦必 

加增，他們所澆奠的血我不獻上，我嘴唇也不提 

別神的名號。5 耶和華是我的產業，是我杯中的份， 

我所得的，你為我持守。6 用繩量給我的地界， 

座落在佳美之處，我的產業實在美好。7 我必稱頌 

那指教我的耶和華，我的心腸在夜間也警戒我。 

8 我將耶和華常擺在我面前，因祂在我右邊，我便 

不至搖動。9 因此，我的心歡喜，我的靈快樂，我的

肉身也要安然居住。10 因為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在

陰間，也不叫你的聖者見朽壞。11 你必將生命的 

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樂，在你右手中 

有永遠的福樂。 

□ 教會聖工報告： 
1. 今年度的主題是「紮根福音，活出基督」 

求神幫助我們，常常思想，並努力遵行。 

2. 感謝神，賜我們有生命氣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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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常常為千葉植堂教會禱告，求神帶領也 

感動大家同心服事。 

6. 求神保守祝福劉崎瑋、候曉雅傳道夫婦早日 

來到我們當中。 

7. 繼續為我們的「嗎哪日課」禱告，求神 

帶領，讓大家同心渴慕地學習。 

8. 為七月 22-26 日的 VBS 兒童暑假聖經班，以

及八月 1、 2、 3 日的家庭營會禱告。 

求神帶領祝福，也求神預備所有參與的 

大人小孩的心。 

9. 求神記念短宣隊的擺上，求神帶領他們平安

腳步，大大使用他們要教導的內容。 

10. 請盡快參與，和主日學老師報名 VBS，並彼此聯

絡通知此事，介紹給需要的朋友。也請弟兄 

姐妹們盡快去和趙佩琪（阿 B）姐妹訂購衣服， 

衣服的訂購報名今日截止。 

11. 為十月 31 日-十一月 11 日本教會的第一次 

台灣短宣禱告，求神開路並預備人心。 

12. 下周第一堂禮拜結束后有考試，請大家留步 

接受挑戰。 

◇主日禮拜時間 ◇ 

第一堂禮拜(中文)：週日 10:00 開始 

第二堂禮拜(中文)：週日 14:00 開始 

第三堂禮拜(日文)：週日 16:00 開始 
 

☆聚會時間和團契活動☆ 

1. 禱告會﹕週三晚上 7 : 1 5 。主日崇拜前 

早上 9:00，禱告並學習《羅馬書》，請大家 

來禱告。 

2. 姐妹會﹕週五早上 1 0 : 3 0 開始，課程  

《民數記》，歡迎姐妹們參加。 

3. 芥菜種子﹕週五晚上 7:15 查考《民數記》， 

歡迎邀請朋友參加。 

4. 成人主日學﹕主日 11: 15 學習永生的第一年 

課程。主日下午 1:00 開始學習嗎哪日課， 

歡迎大家來參加。 

5. BSF 研究聖經團契英語查經班（9 月開課）﹕ 

週一 19:00 至 21:00 弟兄查經班。 

週二 10:00 至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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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批評與人際 

經文：馬太福音第七章 1-5 節 

1. 認識批評的本質 
 

 

 

2. 自我檢討的必要 
 

 
 
 
3. 更正對方的責任 
 
 
 
結語 
 
 

 金句: 你這假冒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    
                          的梁木，然後才能看得清楚，去掉 
                         你弟兄眼中的刺。     

 --馬太福音 七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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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紮根福音，活出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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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禮拜時間 ◇ 

第一堂禮拜(中文)：週日 10:00 開始 

第二堂禮拜(中文)：週日 14:00 開始 

第三堂禮拜(日文)：週日 16:00 開始 

 

地址﹕〒231-0023     横浜市中区山下町 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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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6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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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禮拜 七月主題：在憐憫與寬恕中成長 

7/1 一 以賽亞書 51 章 1-23 節 

7/2 二 以賽亞書 54 章 1-17 節 

7/3 三 以賽亞書 55 章 1-13 節 

7/4 四 以賽亞書 62 章 1-12 節 

7/5 五 以賽亞書 63 章 1-14 節 

7/6 六 以賽亞書 63 章 15 節-64 章 12 節 

7/7 日 以賽亞書 66 章 1-24 節 

題目﹕食不知味 

              許多老年人發覺某些食物吃起來，味道

不像從前年輕的時候那麼好，食物也都不如

從前美味。研究報告指出，人越老， 

舌頭上的味蕾也變得越薄。而小孩子的味蕾

特別發達，難怪他們吃什麼東西都是津津 

有味。 

              在屬靈方面，有些信徒也面臨同樣的 

情形～對上帝的事失去胃口。回想當初信主

的時候渴慕靈奶（上帝的話），越吃越有 

味道，過不多久就能夠吃乾糧。然而， 

不知從何時開始，對聖經真理漸漸失去原先

的興趣。其實，屬靈的味蕾應當可以防止 

退化的，詩篇一一九 9 7﹕「我多麼愛慕 

你的律法，我整天不斷地思想它。 

                            親愛的弟兄姐妹，你目前的「屬靈 

            味蕾」光景如何？聖經對你的吸引，還像當

初你剛作基督的嬰孩的時候一樣嗎？假如你

對神的話語不再渴慕，那你就要好好去反省

思想，在何處軟弱就在何處剛強起來。 

http://www.yoccc.j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