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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 TO WORSHIP

宣召
詩篇33:1-12



1.義人哪，你們應當靠耶和華
歡樂；正直人的讚美是合宜
的。2你們應當彈琴稱謝耶和
華，用十弦瑟歌頌他。3應當
向他唱新歌，彈得巧妙，聲音
洪亮。4因為耶和華的言語正
直；凡他所做的盡都誠實。



5.他喜愛仁義公平；遍地滿了
耶和華的慈愛。6諸天藉耶和
華的命而造；萬象藉他口中的
氣而成。7他聚集海水如壘，
收藏深洋在庫房。8願全地都
敬畏耶和華！願世上的居民都
懼怕他！



9.因為他說有，就有，命立，
就立。10耶和華使列國的籌算
歸於無有，使眾民的思念無有
功效。11耶和華的籌算永遠立
定；他心中的思念萬代常存。
12.以耶和華為神的，那國是
有福的！他所揀選為自己產業
的，那民是有福的！



OPENING PRAYER

禱告



SINGSPIRATION

詩歌頌讚





Pastoral Prayer

牧禱



Family News

家 訊



網上奉獻:

教會網站http://cbcoc.org選擇
"Giving and Offering". 

根據提示選擇信用卡或支票
帳戶及指定項目即可完成。



• 疫情急難奉獻:請在支票上註
明 COVID19 RELIEF FUND. 

• 因Covid-19病毒遭遇經濟困難
的弟兄姐妹可向牧師、長老、
執事申請救助。



• 教會新通訊錄拍照將推遲到8月; 
新的拍照日期是: 8/11-8/15，
8/20-8/22。請忽略舊的日期，
並聯系 Kelly 或 Iris 重新安
排拍照時間。

• 教會鼓勵您組成三人禱告小組,每
週通過電話或在線參加祈禱，如果
你願意組成一個小組,請告知楊保
羅牧師。



教堂重新開放：

6月28日，英文堂開放，時間：
9:15am，地點：交誼廳。

7月5日，國語堂開放，時間：
9:15am, 地點：大堂左側。

7月12日，雙語堂開放，時間：
11:00am, 地點：大堂右側



主日學、團契、禱告會：

仍然在網上舉行，請弟兄姊妹多
多藉著ZOOM參加主日學，周三晚
上的禱告會和周六上午或者晚上
的團契査經活動。



新一期主日學下周日開始：

1、憑神引導/合一與多元；
2、聖經神學；
3、婚姻關係；
4、宣教事工；
5、舊約概覽；
6、基要真理/受洗班/會員班。



聘請傳道人：

• 請繼續為聘请青年传道禱告。

• 請為聘请兒童事工传道禱告。

代禱事宜：
• 為心靈、身體軟弱的弟兄姐妹

們及懷孕的姐妹們守望、代
禱。



Scripture

讀經
賽26:1-21



1.當那日，在猶大地人必唱這歌說：我
們有堅固的城。耶和華要將救恩定為城
牆，為外郭。2敞開城門，使守信的義民
得以進入。3堅心倚賴你的，你必保守他
十分平安，因為他倚靠你。4你們當倚靠
耶和華直到永遠，因為耶和華是永久的
磐石。5他使住高處的與高城一併敗落，
將城拆毀，拆平，直到塵埃，6要被腳踐
踏，就是被困苦人的腳和窮乏人的腳踐
踏。7義人的道是正直的；你為正直的
主，必修平義人的路。



8.耶和華啊，我們在你行審判的路上等
候你；我們心裡所羨慕的是你的名，就
是你那可記念的名。9夜間，我心中羨慕
你；我裡面的靈切切尋求你。因為你在
世上行審判的時候，地上的居民就學習
公義。10以恩惠待惡人，他仍不學習公
義；在正直的地上，他必行事不義，也
不注意耶和華的威嚴。11耶和華啊，你
的手高舉，他們仍然不看；卻要看你為
百姓發的熱心，因而抱愧，並且有火燒
滅你的敵人。



12耶和華啊,你必派定我們得平安,因為
我們所做的事都是你給我們成就的。13
耶和華-我們的神啊,在你以外曾有別的
主管轄我們,但我們專要倚靠你，提你的
名。14他們死了,必不能再活；他們去
世,必不能再起；因為你刑罰他們，毀滅
他們,他們的名號就全然消滅。15耶和華
啊,你增添國民,你增添國民；你得了榮
耀,又擴張地的四境。16耶和華啊，他們
在急難中尋求你;你的懲罰臨到他們身
上,他們就傾心吐膽禱告你。



17婦人懷孕，臨產疼痛，在痛苦之中喊
叫；耶和華啊，我們在你面前也是如
此。18我們也曾懷孕疼痛，所產的竟像
風一樣。我們在地上未曾行什麼拯救的
事；世上的居民也未曾敗落。19死人
（原文是你的死人）要復活，屍首（原
文是我的屍首）要興起。睡在塵埃的
啊，要醒起歌唱！因你的甘露好像菜蔬
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來。20我的
百姓啊，你們要來進入內室，關上門，
隱藏片時，等到忿怒過去。



21因為耶和華從他的居所出來，
要刑罰地上居民的罪孽。地也必
露出其中的血，不再掩蓋被殺的
人。



SERMON

信息

“信心之歌”

林崇智牧師



新冠病毒肺炎



新冠病毒 + 暴乱



新冠病毒肺炎

如何保持
有平安?
How to 

maintain 
Peace?



新冠病毒肺炎
+ 暴乱

如何保持有
平安?

How to 
maintain 

Peace



信心之歌

堅心倚賴你的,你必保守他
十分平安,因為他倚靠你。

賽26:1-21



2.   困苦和貧窮的人 賽26:6

◆ 唱信心之歌的人

1. 公義和信實的神國子民 賽26:2

“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

3.   專心倚靠、等候、尋求、
愛慕主的人 賽26:8-9

4.   傾心吐意禱告的人 賽26:16





耶和華把救恩作為城牆。 賽26:1

◆ 信心的禮讚

1. 我們所信靠的主

耶和華是永存的磐石。 賽26:4

正直的主啊！ 賽26:7







1. 我們所信靠的主

耶和華啊! 你的手高舉,對子民
熱心...因為我們所作的,都是
你為我們成就的. 賽26:11-12

耶和華啊! 你增添國民; 你得了
榮耀,又拓展了地的四境. 賽26:15





我們有座堅固的城。 賽26:1

◆ 信心的禮讚

2. 信靠主的福分

堅心倚賴你的, 你必保守他十分
平安，因為他倚靠你。 賽26:3

正直的主啊! 你必修平義人的路。
賽26:7



十分平安



2. 信靠主的福分

他使那些驕傲的降卑,使那些高聳的
城敗落; 把它拆毀,散在地上,變作
塵土.它要被腳踐踏, 就是困苦人的
腳和貧窮人的腳. 賽26:5-6

耶和華啊,你必派定我們得平安，
因為我們所作的,都是你為我們
成就的。 賽26:12



2. 信靠主的福分

屬你的死人要活過來,他們的屍
體要起來;那些住在塵土裡的必
醒起,並且歡呼.因為你的甘露像
早晨的甘露般臨到,使地交出離
世的人來. 賽26:19







打開城門吧!好讓公義和信實
的國民,可以進入。 賽26:2

◆ 信心的禮讚

3. 信靠主的呼召

你們要倚靠耶和華，直到永
遠,因為耶和華是永存的磐石。

賽26:4



3. 信靠主的呼召

我的子民哪! 快來,進入你們
的內室,把你們的門關上；隱
藏片刻,直到神的忿怒過去。

賽26:20





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
自卑、禱告, 尋求我的面,
轉離他們的惡行, 我必從
天上垂聽, 赦免他們的罪,

醫治他們的地. 代下7:14

◆ 信心的行動



就當存著誠心和充足的信心
來到神面前；也要堅守我們
所承認的指望, 不至搖動,
因為那應許我們的是信實的.
又要彼此相顧, 激發愛心,
勉勵行善。 來10:22-24

◆ 信心的行動





信心之歌

堅心倚賴你的,你必保守他
十分平安,因為他倚靠你。

賽26:3



RESPONSE  HYMN 

回應詩歌

“信心”





DOXOLOGY

三一頌





BENEDICTION

祝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