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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背誦經文： 
詩篇 十九篇 1-14 節 

1 諸天述說神的榮耀，穹蒼傳揚他的手段。2 這日到那日發出言
語；這夜到那夜傳出知識。3  無言無語，也無聲音可聽。 
4 他的量帶通遍天下，他的言語傳到地極。  神在其間為太陽 
安設帳幕。5 太陽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歡然奔路。 
6 它從天這邊出來，繞到天那邊，沒有一物被隱藏不得它的 
熱氣。7  耶和華的律法全備，能甦醒人心；耶和華的法度 
確定，能使愚人有智慧；8  耶和華的訓詞正直，能快活人 
的心；耶和華的命令清潔，能明亮人的眼目；9 耶和華的道理
潔淨，存到永遠；耶和華的典章真實，全然公義。10 都比金子
可羨慕，且比極多的精金可羨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
蜜甘甜。11 況且你的僕人因此受警戒，守著這些便有大賞。12 
誰 能 知 道 自 己 的 錯 失 呢 ？ 願 你 赦 免 我 隱 而 未 現 的 
過錯。13 求你攔阻僕人不犯任意妄為的罪，不容這罪轄制我， 
我便完全，免犯大罪。14 耶和華我的磐石，我的救贖主啊， 
願我口中的言語，心裡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悅納。 

□ 教會聖工報告： 

1. 今年度的主題是「尊主為大，榮神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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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繼續為千葉植堂教會禱告，求神帶領也

感動大家同心服事。也求神在千葉興起祂

的工作，將榮耀彰顯在千葉的土地上。 

6. 為暑假英文聖經班、家庭營會和中華文化 

學習班禱告，在報名和安排的過程中，求神

幫助。也求神帶領教會在暑假的福音工作。  

7. 為剛受洗的弟兄姐妹禱告，求神繼續感動 

他們的心，也求神帶領祝福來教會的 

每一個新朋友。 

8. 請大家繼續為「新冠型病毒」的疫情禱告，

求神憐憫患者家庭，也求神加添醫護人員

的信心與力量，讓這次的災疫快快渡過，

求神祝福大家出入都有主的平安與同在。 

9. 為池袋新開始的福音工作禱告，求神掌權

也彰顯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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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記上》， 

請大家來禱告。 

2. 姐妹會﹕週五早上 1 0 : 3 0 開始，課程  

《申命記》，歡迎姐妹們參加。 

3. 芥菜種子﹕週五晚上 7:30 查考《申命記》， 

歡迎邀請朋友參加。 

4. 青少年團契：週五晚上 7:30，歡迎青少年們

一起來參加。 

5. 成人主日學﹕主日 11: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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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BSF 研究聖經團契英語查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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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孩童 禱告會 

99 14 46 

 證道 司會 
領唱 
司琴 飯食 洗碗 

週三禱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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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思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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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張捷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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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牧師 金宜蓁 
梁翌然 
邢立平 

—— —— 張鶯 



本週信息：益人 

1. 真愛的事奉 

羅十二 9-21 

 

 

2. 靈命的關懷 

提後三 16、可九 41 

 

 

結語 
 

 
金句: 弟兄們，你們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 
                     不可將你們的自由當作放縱情慾的機  
                      會，總要用愛心互相服侍。因為全律 
                      法都包在“愛人如己”這一句之內了。 
                      你們要謹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 
                       此消滅了。 

 --加拉太書五章 13-15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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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主為大，榮神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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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橫浜市中區山下町 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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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3 月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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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主題：禱告的話語 

3/9 一 詩篇 26 篇 

3/10 二 詩篇 27 篇 

3/11 三 詩篇 28 篇 

3/12 四 詩篇 30 篇 

3/13 五 詩篇 31 篇 

3/14 六 詩篇 32 篇 

3/15 日 詩篇 46 篇 

題目﹕不能自圓其說 

         一般所謂的「藉口」，就是「針對某一項行
為，提出良善而且合理的解釋。」如果藉口的
理由充分，當然會被接納，不過平心而論，藉
口多半是謊言。 
在耶穌天國筵席的比喻中，我們可以看見那

三個人的藉口，都不能自圓其說，第一個說買
了一塊田，他必須去看，誰會相信未曾看過就
買下那塊田呢？第二個說他買了五對牛，要去
試試，是否在決定買之前就應該先試試呢？第
三個因為正在渡蜜月，所以不能來，對新婚的
人來說，哪有比帶新娘去參加國宴更風光的
呢？這些藉口就是謊言也是推辭。 
        曾經看過一則新聞說﹕某人因為殺害了父母
被提告，卻請求法官施恩憐憫，理由是「他現
在已是孤兒」。這算是什麼理由？如果人不信
主的理由是「不懂聖經」、「以後再說」、「教會
偽君子太多」、「沒有多餘錢奉獻」...你認為
還有更好的理由嗎？ 
         每一個人有一天總要到上帝面前受審
判，上帝要聽聽我們每一項行為的理由，但祂
絕不聽任何搪塞的藉口，因為神把我們造成必
須「對自己行為負責」的人。 

http://www.yoccc.j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