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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 TO WORSHIP

宣召
2022年教會主題經文

太28:18-20



18.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
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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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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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NING PRAYER

禱告



SINGSPIRATION

詩歌頌讚





Pastoral Prayer

牧禱



Family News

家訊



•教會網站http://cbcoc.org

首頁最下面選擇 “Give

online”. 根據提示選擇信
用卡或支票帳戶及指定項
目即可完成。

• 教堂不傳奉獻袋，請將奉
獻放在後面的奉獻箱裡。 網上及教堂奉獻



代禱事宜：

•請為聘请兒童事工传道禱告;

•求主繼續醫治身體有軟弱有疾病的弟兄姐妹:
老張;天笭;蔡伯伯;元亨;楊衡;Ruth師母；



通訊錄照片拍攝：

2022年1月20,21,22日三天的照片拍攝時段已經
登記完畢，如您還沒有登記，請與Iris姐妹聯
系，教會根據登記情況決定是否在2月5日或者12
日安排拍攝。主日都有同工在交誼廳外幫助登
記，拍攝後可以選擇購買照片。拍攝當天都需要
同工在場協助，如您可以參與服事或有其它疑
問，也請與Iris姐妹聯繫。



2021年度奉獻收據寄出及
採購報銷

教會感謝大家在這疫情期間給予
福音事工忠實的財政支持。2021
年奉獻收據將在1月15日寄出。
1月16日星期日是向教會司庫
Wendy Tong 提交2021年採購收據
的截止日期。收據可以提交到她
的郵箱或通過電子郵件發送給她, 
收據日期必須註明為2021年。



慕拉第宣教奉獻:我們目標是30,000
美元,歡迎樂捐,已收到:$25,079.



本期主日學：Oct 3, 2021-Jan 9, 2022

1.加拉太書 Jay 楊
2.新約概覽 Laura 趙
3.靈命成長 Gary 程
4.為人父母 Lois 耿
5.系統神學 Esther袁 實體上課
6.基要真理 Derek孟/Alex蕭 實體上課



下期主日學：Jan16 -April 10, 2022

1.基督教信仰釋義/新手上路 陳國衡/朱允平
2.職場聖徒/護教學 張理宏
3.新約概覽 Laura 趙
4.門徒訓練 Gary 程
5.單身與戀愛 Lois 耿
6.系統神學 Esther袁 實體上課
7.基要真理 Derek孟/Alex蕭 實體上課



赠送防疫设备：

您如果参加了过去三次主日聚
会，相信都已经收到了教会赠
送的口罩，今天主日聚会结束
后,不要忘记领取另外的防疫赠
品：防护面罩及洗手消毒液。
求主纪念奉献的弟兄姐妹。



Scripture

讀經
太28:16-20



16.十一個門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穌約定的山上。
17.他們見了耶穌就拜他，然而還有人疑惑。
18.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

的權柄都賜給我了。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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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作：給
他們施洗，歸於父、子、聖靈的名）。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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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mon

信息

“同作主的門徒”
－我們的大使命

楊保羅牧師



同作主的門徒
太28:16-20



16.十一個門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穌約定的山上。
17.他們見了耶穌就拜他，然而還有人疑惑。
18.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

的權柄都賜給我了。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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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作：給
他們施洗，歸於父、子、聖靈的名）。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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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使命托付给了谁？



16十一個門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穌約定的山上。17
他們見了耶穌就拜他，然而還有人疑惑。18耶穌進前
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19
所以，你們要去…



二.大使命的内容是什么？



19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
民作我的門徒…





三.如何完成大使命？



19…奉父、子、聖靈的
名給他們施洗（或作:
給他們施洗,歸於父、
子、聖靈的名）。20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
教訓他們遵守…



19 Go therefore and 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 baptizing them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and of the Son 

and of the Holy Spirit, 20 teaching 

them to observe all that I have 

commanded you. And behold, I am 

with you always, to the end of the 

age.



西1:28 我們傳揚他，是用諸般的智慧，

勸戒各人，教導各人，要把各人在基
督裡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和合本

Colossians 1:28 Him we proclaim, 

warning everyone and teaching everyone 

with all wisdom, that we may present 

everyone mature in Christ.－ESV



四.大使命有保障吗？



20…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一個沒有付出、沒有
代價、沒有痛苦的宗教，
是沒有價值的。”

A religion that gives nothing, 
costs nothing, and suffers 
nothing, is worth nothing.

Martin luther
Nov10 1483 –Feb18  1546



Dwight L. Moody

Feb 5, 1837－Dec 22, 1899,

“栽培十個人比做
十個人的工作更好,
但卻更難。”

It is better to train ten 

people than to do the 

work of ten people. 

But it is harder. 



Response Hymn 
回應詩歌

“承擔未竟的使命！”



CCLI #1854625 for CBCOC



DOXOLOGY

三一頌



CCLI #1854625 for CBCOC



Benediction

祝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