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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背誦經文： 

詩篇 六十二篇 5-8 節 

5 我的心哪，你當默默無聲，專等候 神，因為

我的盼望是從他而來。 

6 惟獨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 

高台，我必不動搖。 

7  我的拯救，我的榮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  

磐石，我的避難所，都在乎神。 

8  你們眾民當時時倚靠他，在他面前傾心吐意。 

神是我們的避難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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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大家繼續為「新冠型病毒」的疫情禱告，

求神帶領教會在暑假的福音工作，也求神

憐憫目前世界上還有許多的患者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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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由於疫情的關係，本年度的家庭營會， 

暑期聖經班，中華文化學習班決定取消， 

請大家繼續禱告。 

8. 繼續鼓勵大家參加禱告會，目前我們不是

孤單的在日本禱告，乃是全球的基督徒，

都在同心禱告，因為惟有同心禱告，災難 

必要過去，這地必蒙醫治。 

9. 兒童主日學也繼續開展中，主日學老師 

會和學生們有面對面的學習，有關聖經 

教導和家課，請家長們同心配合。 

                      ◇主日在線禮拜時間 ◇ 
 

網址： yoccc.jp 

 

第一堂禮拜(中文)：週日 10:00 開始 

第二堂禮拜(中文)：暫停 

第三堂禮拜(日文)：週日 16:00 開始 
 

☆聚會時間和團契活動☆ 
 

【禱告會】 

週三晚上，週日早上 

各個小組連線在線禱告。 
 

☆教會奉獻用銀行口座☆ 
 

【銀行】   横浜銀行 普通口座 

【支店名】   元町支店 

【支店番号】 311 

【口座番号】 1686165 

【名義人】  宗教法人 橫濱華僑基督教會 

 

☆上週主日聚會人數和奉獻表☆ 

 
◇ 主日事奉輪值表◇ 

 

 

在線聚會 
家庭數 

在線 
禱告會人數 

5 月銀行 
帳戶奉獻 

5 月 31 日現金奉獻 

144 146 933,000 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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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鳳龍 
王長生 
林小英 

—— —— 張聚偉 

下 
週 

潘牧師 陳林文 
段娜 
邢立平 

—— —— 陳必文 



本週信息：士每拿教會—苦難的光輝 

經文：啟示錄二章 8-11 節 

1. 認識可靠的主﹕ 

啟二 8  

 

2. 苦難帶來祝福﹕ 
啟二 9、來十二 11、賽四十八 10、林後一 4 
 

3. 學習面對懼怕﹕ 
啟二 10、箴一 7、十 27、太十 28、 

腓一 23、路十二 6-7、但三 17-18 
 

4.決不會二次死﹕ 
啟二 11 
 

結語 
 

金句：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 

當聽，得勝的，必不會受第二次死的害。  

                                           --啟示錄二章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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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在線禮拜時間 ◇ 

網址： yoccc.jp 

 
第一堂禮拜(中文)：週日 10:00 開始 

第二堂禮拜(中文)：暫停 

第三堂禮拜(日文)：週日 16:00 開始 

 

地址﹕〒231-0023     橫浜市中区山下町 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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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6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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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主題：靈命更新的話語 

6/8 一 使徒行傳 18 章 18-28 節 

6/9 二 使徒行傳 19 章 1-20 節 

6/10 三 使徒行傳 19 章 21-41 節 

6/11 四 使徒行傳 20 章 1-16 節 

6/12 五 羅馬書 8 章 1-17 節 

6/13 六 羅馬書 8 章 18-30 節 

6/14 日 羅馬書 12 章 1-21 節 

題目﹕裝模作樣 

一位軍官剛剛晉升，坐在新的辦公室裡，
對自己肩帶上的「星星」陶醉不已。他看見一
個小兵進來辦公室，即刻自言自語的講電話﹕
「好的、好的，我一定準時到。」、「當然、
當然，我一定會來。」然後，很得意對小兵說﹕
「我很忙，有許多重要的電話要打，所有
的將官都搶著請我吃飯，有啥事待會兒再說。」
「報告長官、我是奉命來幫您接通電話的。」
小兵忍住偷笑，這樣的裝模作樣是想唬誰啊。      

耶穌當日的宗教領袖、法利賽人，也是和
這位軍官一樣，他們喜歡假作謙卑，身上穿戴經
文，在街上作大聲且冗長的禱告，其實他們從
來沒有跟上帝搭上線，人人都看得出，他們只
是裝模作樣的在作秀。 

假如你也是這樣，想讓別人知道你比他人
更重要、更虔誠，或許你暫時可以唬一些人，
但終究必被識破，更何況沒有人瞞得過上帝。
上帝最痛恨假冒為善的人，神也不聽言不及義
的禱告，當然也不會祝福裝模作樣的人。 

http://www.yoccc.j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