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的信仰 
 

我信獨一真神，全能的父，創造天地並造有形無形萬物的主。 

 

我信主耶穌基督，神的獨生子，在萬世之前為父所生，從神出

來的神，從光出來的光，首生的，不是被造的，與父一體，萬

物都是藉著主造的。 

 

主為要拯救世人，從天降臨，由聖靈感孕童貞女馬利亞，取著

肉體，並成為人，在本丟彼拉多任內，為我們釘十字架，被

害，埋葬，下陰間，照聖經第三日復活，升天，坐在父的右

邊，將來必有大榮耀再降臨，審判活人死人，他的國無窮無

盡。 

 

我信聖靈，賜生命的根源，從父子出來的，與父子同受敬拜，

同受尊榮，曾藉著先知傳言。 

 

我信獨一主耶穌基督之教會，眾使徒所傳著，罪得赦免，死人

復活，並來世的生命。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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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y quietly before Worship. 

在崇拜前，安靜默禱。 

Be attentive and sensitive to God’s Word during Worship. 

在崇拜中，對神的話要留心和敏感。 

Greet each other after the Worship. 

在崇拜後，彼此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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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10日     10:30 am 
 

崇拜程序 Order of Service      

 
 

 

2021年年標 (Annual Theme)：追求聖潔 (Make Every Effort to be Holy） 
 

 

報告事項 Announcements 
 

1. 請留意教會網頁 (www.sjccc-nl.org) 和 Facebook 上的常規聚會和 2021年

的特別聚會并計劃參加。 

2. 每個月最後一個週日（本月是1月31日）下午2點到3點教會開放接受奉

獻。 

代禱事項 Prayer Requests 

1. 求神幫助每個弟兄姊妹持守神的真道和追求聖潔。 

2. 求主記念慕道朋友的生命得救。 
3. 求神興起弟兄姊妹盡心盡力傳主福音。 

經訓 Bible Verses 

希伯來書 12:14-16 

你們要追求與眾人和睦，並要追求聖潔；非聖潔沒有人能見主。又要謹

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來擾亂你們，因此叫眾人沾

染污穢。恐怕有淫亂的，有貪戀世俗如以掃的；他因一點食物把自己長

子的名分賣了。 

Hebrews 12:14-16 

Make every effort to live in peace with all men and to be holy; without holiness 

no one will see the Lord. See to it that no one misses the grace of God and that 

no bitter root grows up to cause trouble and defile many. See that no one is 

sexually immoral, or is godless like Esau, who for a single meal sold his 

inheritance rights as the oldest son. 

奉獻經文 Bible Verses for Offering 

瑪拉基書 3 : 10 

萬軍之耶和華說：“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

糧，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與你們，甚至無處可

容。” 

Malachi  3 : 10 

“Bring the whole tithe into the storehouse, that there may be food in my house. 

Test me in this,” says the Lord Almighty,  “and see if I will not throw open the 

floodgates of heaven and pour out so much blessing that you will not have room 

enough for it.” 

1. 靜  默 

2. 歡  迎 

3. 禱  告 

4. 宣  召 

5. 詩  歌 

6. 經  訓 

7. 奉  獻 

8. 聖  餐 

9. 禱  告 

10. 讀  經  

11. 證  道  

12. 詩  歌 

13. 報  告 

14. 詩  歌 

15. 祝  福 

16.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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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弟兄姊妹 Serving Brothers and Sisters 

時間 Time 本周 Today 下周 Next Sunday 

主席 

Chair 

趙     冶弟兄              (國語)  

Br. Ye Zhao                (Mandarin) 

趙育明弟兄              (國語)  

Br. Yuming Zhao      (Mandarin) 

傳譯 

Translation 

  

司琴 

Pianist 

邱彭睿弟兄  

Br. Nicholas Qiu 

邱士訓弟兄  

Br. Christopher Qiu 

證道 

Sermon 

邱    巍長老              (國語)  

Elder Wei Qiu           (Mandarin) 

邱    巍長老              (國語)  

Elder Wei Qiu           (Manda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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