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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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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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收到奉獻$5,2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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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太福音 5:13-16 

“你們是世上的鹽。鹽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鹹呢？以後無用，不過丟在

外面，被人踐踏了。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人點

燈，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燈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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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thew 5:13-16 

“You are the salt of the earth. But if the salt loses its saltiness, how can it be made 

salty again? It is no longer good for anything, except to be thrown out and trampled 

by men. You are the light of the world. A city on a hill cannot be hidden. Neither 

do people light a lamp and put it under a bowl. Instead they put it on its stand, and 

it gives light to everyone in the house. In the same way, let your light shine before 

men, that they may see your good deeds and praise your Father in hea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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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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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ipture (來 11:30-31，書 2:8-14，6:2-5，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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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lude 

會        眾 

主        席 

主        席 

會        眾 

會        眾 

會        眾 

會        眾 

主        席   

會        眾 

邱  長  老    

會        眾 

  主        席 

  會        眾   

  邱  長  老 

會        眾 

Congregation 

Chairman 

Chairman 

Congregation 

Congregation 

Congregation 

Congregation 

Chairman 

Congregation 

Elder Qiu 

Congre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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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    雙弟兄            (國語)  

Br. Shuang Wu        (Manda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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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事 

Usher 

肖    翌姊妹 

Sis. Sherrie Xiao 

張    雪姊妹 

Sis. Xue Zhang 

 

http://www.sjccc-nl.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