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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程序 

前奏……………………………………司琴 

宣召……………………………………司會 

敬拜讚美………………………………會眾 

獻詩………………………………清福團契 

信仰告白………………………………會眾 

報告……………………………………司會 

奉獻……………………………………司會 

讀經……詩篇六十八篇 20-35 節……司會 

同心禱告………………………………司會 

信息傳講……律法、罪惡與死亡………王牧師 

回應詩歌…………為主而活……………會眾 

頌榮…………………………………會眾 

祝福禱告………………………………王牧師 

阿們頌詩…………………………………會眾 

祝福歌曲…………………………………會眾 

 

牧師（教會）﹕045-641-3877 

（手機）﹕080-7995-2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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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聖工報告： 
1. 今年度的主題是「紮實深耕、邁步差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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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神繼續帶領幫助剛剛受洗的弟兄姐妹， 
能早日明白神的教導，也求主祝福所有 

的弟兄姐妹們，能漸漸回來參與聚會。 

6. 繼續為全球的疫情禱告，求神幫助全球 
都能盡快免去災難。 

7. 因為疫情造成全球教會停擺，基督徒也 

非常軟弱，求神憐憫，並求神親自帶領 
我們同心成長。 

8. 為新的一年教會各項聚會禱告，求神幫助 

使用我們教會，成為神流通的管道。也將 
得救的人數繼續加添給教會。 

9. 為教會下一代的靈性成長禱告，求神感動 

家長帶領孩子來參與崇拜（為七月暑假
的聖經班禱告，求神預備）。 

10. 請為復活節的特別清唱劇「無比的愛」  

禱告，求神加添給詩班的同工們，能夠 
有充足的信心和體力，見證榮耀主的名。 

11.為復活節之前的四十天禁食禱告，求神 

憐憫。 
12.四月十七日復活節聚會，第二堂禮拜 

13:00 開始，求神帶領當天的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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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會時間和團契活動☆ 
1. 禱告會﹕ 

主日早上 9:00，禱告並學習《使徒行傳》， 

週三晚上 7:15，禱告並學習先知書，歡迎大家  

一起來禱告。 

2. 姐妹會﹕（暫停）。 

3. 芥菜種子﹕週五晚上 7:30 查考《哥林多前書》 

歡迎邀請朋友參加。 

4. 成人主日學 11:35 學習永生第一年課程， 

嗎哪日課 12:30 開始。 

 

☆上週主日聚會人數☆ 
 

 

 

 

 

 

 

 

 

 

 

 

◇主日事奉輪值表◇ 

禮拜 大人/兒童 禱告會 

第 
一 
堂 

150/50 
 

54 

第 
二 
堂 

66/9 

禮拜 證道 司會 領唱 
司琴 飯食 洗碗 週三禱告會 

負責人 

一 
本 
週 王牧師 

金宜蓁 甄揚 
林小英 

恩慈 恩慈 肖樂思 

二 楊為寛 林娟（小） 
段娜 

一 
下 
週 王牧師 

林光祖 王長生 
林小英 

良善 良善 楊朵 

二 張鶯 鄭洪艷 
賴吳世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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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信息：律法、罪惡與死亡 
經文：羅馬書七章 7-13 節 
1. 我所指的是誰？ 
 

 

 

 

2. 律法就是罪麼？ 
 

 

 

 

3. 律法叫人死亡麼？ 
 

 

 

 

結語 

 

 

金句:  
「因為罪趁著機會，就藉著誡命引誘
我，並且殺了我。」 

---羅馬書七章 11 節 

40 日禁食禱告經文 
 

禱告: 主啊，我要讀懂聖經。 
      求主打開我的心竅。阿們。 

每週思考「背誦」經文： 

以弗所書六章 14-15 節 

所以要站穩了，用真理當作帶子束腰， 
用公義當作護心鏡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 

當作預備走路的鞋穿在腳上。 

效法基督： 

橫濱華僑基督教會 

今年主題﹕紮實深耕、邁步差傳 
 

網址： yoccc.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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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3 月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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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太福音二十八章 19、20 節 

效法基督之改正我們的生活 

無論你在哪裏，總要為你的靈魂積 

一些果子。 

每逢你看見或聽見任何美好榜樣， 
就要鼓起熱心去效法。你若觀察到不合理 

的事，就要小心不可去做。你若已經 

做 了 ， 則 要 趕 快 努 力 改 正 過 來 。  
你的眼睛觀察別人，別人的眼睛也在 

觀察你。看見弟兄熱心虔誠，舉止溫良， 

謹守教規，這是多麼美好的事啊，反之， 
若是看見他們活在放蕩混亂中，不能與 

蒙召之恩相稱，那又是多麼痛苦的事。  

他們怠忽自己的職守，對與他們無關 
的閑事卻興致勃勃，這是多麼有害的 

事啊。要時刻謹記你所立的志向，將救主 

及祂的十字架擺在你面前。  
當你回顧耶穌基督的一生，你真應該 

感到慚愧，因為你在神的道路上雖已走了 

多年，卻未曾努力改變自己更加像祂。  
一個信徒若認真追求效法主耶穌的 

聖潔和愛心，他就要在主裏面豐豐富富 

找到他所需要和對他有益的一切，而他也 
不需要在耶穌之外別有他求了。  

如果被釘十字架的耶穌能進入我們 

的心，我們就會完全明白一切的真理了。 

日期 星期 
40天轉化的禱告： 

個人、家庭、教會、未信主 

3/28 一 以賽亞書五十六章 7 節 

3/29 二 詩篇十九篇 12-14節 

3/30 三 詩篇五十一篇 

3/31 四 提摩太前書二章 1-3 節 

4/1 五 提摩太後書二章 21節 

4/2 六 
彼得前書一章 15 節 

希伯來書十二章 14節 

4/3 日 詩篇八十九篇 

http://www.yoccc.j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