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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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約翰斯華人基督教會 

St. John's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2021年5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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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最後一個主日（本月是5月30日）下午2:00-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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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14 

看你們學習的工夫，本該作師傅，誰知還得有人將神聖言小學的開端另教

導你們，並且成了那必須吃奶的、不能吃乾糧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

熟練仁義的道理，因為他是嬰孩；惟獨長大成人的，才能吃乾糧，他們的

心竅習練得通達，就能分辨好歹了。 

Hebrews 5:12-14 

In fact, though by this time you ought to be teachers, you need someone to teach 

you the elementary truths of God’s word all over again. You need milk, not solid 

food! Anyone who lives on milk, being still an infant, is not acquainted with the 

teaching about righteousness. But solid food is for the mature, who by constant use 

have trained themselves to distinguish good from ev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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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  告 

9. 讀  經  

10. 證  道  

11. 詩  歌 

12. 報  告 

13. 詩  歌 

14. 祝  福 

15. 默禱散會  

Prelude 

Welcome 

Opening Prayer  

Call to Worship (P765, #77) 

Singspiration (18, 391) 

Bible Verse 

Offering (461) 

Prayer 

Scripture (約翰一書 3:11-24) 

Sermon (彼此相愛)  

Singspiration (433) 

Announcements 

Hymn (536) 

Benediction 

Postl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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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tor 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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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irman 

Congregation 

Elder Qiu 

Congregation 
 

事奉弟兄姊妹 Serving Brothers and Sisters 

時間 Time 本周 Today 下周 Next Sunday 

主席 

Chair 

趙育明弟兄            (國語)  

Br. Yuming Zhao    (Mandarin) 

趙育明弟兄            (國語)  

Br. Yuming Zhao    (Mandarin) 

傳譯 

Translation 

  

司琴 

Pianist 

邱士訓弟兄  

Br. Christopher Qiu 

邱彭睿弟兄  

Br. Nicholas Qiu 

證道 

Sermon 

任大立牧師              (國語)  

Pastor Dali Ren         (Mandarin) 

邱    巍長老              (國語)  

Elder Wei Qiu           (Manda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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