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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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愛團契 

信仰告白……………………………………會眾 

報告……………………………………司會 

奉獻……………………………………司會 

讀經……詩篇六十九篇 13-21 節……司會 

同心禱告……………………………………司會 

信息傳講…………求神復興…………王牧師 

回應詩歌………願 那 靈 火 復 興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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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教會將於本月 2 4 日召開會員大會， 
11點 30分開始。請當日不能參加的本教會
會員，提前將委任狀寫好交於代表。 
求神帶領大會順利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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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60 
 

57 

第 
二 
堂 

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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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嘯麟 梁翌然 
邢立平 

仁愛 仁愛 張鶯 

二 鄭盺陽 邱潔安 
賴吳世惠 

一 
下 
週 潘牧師 

王長生 林娟（大） 
林小英 

愛愛 愛愛 雨澤雄心 

二 林娟
（小） 

林娟（小） 
顧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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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信息：求神復興 
經文：以斯拉記九章 5-7 節 

尼希米記一章 4-8 節 
哈巴谷書三章 1-2 節 

1. 我們必須認「靈修隨便」的罪 
 

 

2. 我們要認「不敬畏、不敬虔」的罪 
 

 

3. 我們要認「愛心虧欠」的罪 
 

 

4. 我們必須認「懶惰」的罪 
 

 

5. 我們要認「服事厭煩」的罪 

 
 

結語 

 

金句:  
「耶和華啊，我聽見你的名聲（或作：言語） 
就懼怕。耶和華啊，求你在這些年間復興你
的作為，在這些年間顯明出來；在發怒的時
候以憐憫為念。」 

---哈巴谷書三章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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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太福音五章 16 節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
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

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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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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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若不再從任何受造物身上尋求安

慰，他就要開始完全享受神，對任何臨到

他身上的事也能甘之若飴了。 
那時他將不再因多得而喜，也不為少

有而憂，只將自己完全交託給神，讓神成

為他的一切。在他看來，萬物都在神裏
面，都應向神而活，都應順服祂，毫不延

遲事奉祂。  

要常常思想你的結局，光陰一去不復
返。若不加以關心，勤懇耕耘，你的德行

絕不會有長進。熱心勤勉的人在一切事上

都有充分準備。  
抵抗罪惡和情慾是比體力勞苦更為艱

巨的一件事。不避小過的人，漸漸就要陷

入大罪。  

假如你懂得善用白日時間，晚上就必

享安樂。 

你要注意自己，鼓勵自己，警戒自
己。無論別人怎樣，你總不要疏忽了自

己。 

你在攻克己身上愈猛力，你在靈性上
的進步也會愈大。阿們。  

日期 星期 
40天轉化的禱告： 

個人、家庭、教會、未信主 

4/11 一 馬太福音十章 37 節 

4/12 二 路加福音十六章 10節 

4/13 三 以弗所書六章 10-18 節 

4/14 四 約翰壹書二章 15 節 

4/15 五 但以理書九章 18 節 

http://www.yoccc.j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