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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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天敞开



天上地下，合一敬拜。

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

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

让一切焦点转向你；

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

宝座前敬拜不停息。



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

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

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

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



天上地下，合一敬拜。

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

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X2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在他的圣所赞美他。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在他的穹苍赞美他。



要因着他的大能赞美他，

要因着她的荣耀赞美他。

要因着他的慈爱赞美他，

凡有气息都要赞美他。



我们要赞美耶和华，

来敞开胸怀赞美他。

我们要赞美耶和华，

来高声欢呼赞美他。



我们要鼓瑟弹琴赞美他，

我们来击鼓跳舞赞美他。

我们用丝弦乐器赞美他，

凡有气息都要赞美他。X3



爱，我愿意



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

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

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地摆上。

愿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得自由释放。



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

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

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

永远在你怀抱中，

你是我，你是我的主。



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

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

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地摆上。

愿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得自由释放。



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

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

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

永远在你怀抱中，

你是我，你是我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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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教會合一、復興、使命代禱。



本期主日學：Oct 16 2022- Jan15, 2023

1. 加拉太書 3 Jay Yang

2. 新約概覽 6 Laura Chiu

3. 基督徒與政府 3 Esther Yuan

4. 從舊約概覽看神的救贖12 Tai Hwa

5. 為人父母 3 Lois Keng

6. 基要真理/受洗/會員 Alex/Derek



兒童聖誕禮盒：

從10/16開始，婦女傳道會WMU將收集每
盒25美元的禮盒捐款(建議現金)。
• 組裝日: 11/20 週日, 午餐後 WMU 
邀請所有家庭在中庭組裝聖誕鞋盒。

• 運送日: 11/21 週一, 需要義工運送
交付所有禮盒。



感恩分享晚會：

時間：11月19日，5:00pm晚餐，
6:00pm-8:00pm感恩分享；

地點：教會交誼廳。

願意分享感恩事項的弟兄姐妹請向楊
牧師報名。



Scripture

讀經
路5:1-11



1.耶穌站在革尼撒勒湖邊，眾人擁擠他，要
聽神的道。

2.他見有兩隻船灣在湖邊；打魚的人卻離開
船洗網去了。

3.有一隻船是西門的,耶穌就上去,請他把船
撐開,稍微離岸,就坐下,從船上教訓眾人。

4.講完了，對西門說：把船開到水深之處，
下網打魚。



5.西門說：夫子，我們整夜勞力，並沒有打
著什麼。但依從你的話，我就下網。

6.他們下了網，就圈住許多魚，網險些裂開，
7.便招呼那隻船上的同伴來幫助。他們就來，

把魚裝滿了兩隻船，甚至船要沉下去。
8.西門彼得看見，就俯伏在耶穌膝前，說：

主阿！離開我，我是個罪人！



9. 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驚訝這一網所
打的魚。

10.他的夥伴西庇太的兒子雅各、約翰，
也是這樣。耶穌對西門說：不要怕！
從今以後，你要得人了。

11.他們把兩隻船攏了岸，就撇下所有
的，跟從了耶穌。



Sermon

信息

“隱秘的角落”

方鎮明牧師



隱秘的角落

Luke路5:1-11



路五1-11 (和合本)

1耶穌站在革尼撒勒湖邊，
眾人擁擠他，要聽神的道
。
2他見有兩隻船灣在湖邊；
打魚的人卻離開船洗網去
了。

Luke 5:1-11 (NIV)

1 One day as Jesus was 

standing by the Lake of 

Gennesaret with the 

people crowding around 

him and listening to the 

word of God, 2 he saw at 

the water’s edge two 

boats, left there by the 

fishermen, who were 

washing their nets.



3有一隻船是西門的，
耶穌就上去，請他把
船撐開，稍微離岸，
就坐下，從船上教訓
眾人。
4講完了，對西門說：
把船開到水深之處，
下網打魚。

3He got into one of the 

boats, the one belonging to 

Simon, and asked him to put 

out a little from shore. Then 

he sat down and taught the 

people from the boat. 
4 When he had finished 

speaking, he said to Simon, 

“Put out into deep water, 

and let down the nets for a 

catch.”



5西門說：夫子，我們整
夜勞力，並沒有打著什
麼。但依從你的話，我
就下網。
6他們下了網，就圈住許
多魚，網險些裂開，

5 Simon answered, “Master, 

we’ve worked hard all night 

and haven’t caught 

anything. But because you 

say so, I will let down the 

nets.” 6 When they had done 

so, they caught such a large 

number of fish that their 

nets began to break.



7便招呼那隻船上的同伴
來幫助。他們就來，把魚
裝滿了兩隻船，甚至船要
沉下去。
8西門彼得看見，就俯伏
在耶穌膝前，說：主啊！
離開我，我是個罪人！

7 So they signaled their 

partners in the other boat to 

come and help them, and 

they came and filled both 

boats so full that they began 

to sink. 8 When Simon Peter 

saw this, he fell at Jesus’ 

knees and said,”Go away 

from me, Lord I am a sinful 

man!”



9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驚訝
這一網所打的魚。
10他的夥伴西庇太的兒子
雅各、約翰，也是這樣。
耶穌對西門說：不要怕！
從今以後，你要得人了。

9 For he and all his 

companions were 

astonished at the catch of 

fish they had taken,   10and 

so were James and John, 

the sons of Zebedee, 

Simon’s partners. Then 

Jesus said to Simon, “Don’t 

be afraid, from now on you 

will catch men.”



11他們把兩隻船攏
了岸，就撇下所有
的，跟從了耶穌。

11 So they pulled 

their boats up on 

shore, left 

everything and 

followed him.









Ants: One-Dimensional Thinking











主權不等如霸權







神的主權是要保護和管理



Charles Darwin 達爾文



Charles Darwin 達爾文



加利利的伯賽大的山上 (登山寶訓)



Tiberias and the Sea of Galilee



Charles Darwin 達爾文



Charles Darwin 達爾文



Charles Darwin 達爾文



Charles Darwin 達爾文



Charles Darwin 達爾文



Charles Darwin 達爾文



逾越節所用的漁



St. Peter’s Fishes聖彼得漁





Charles Darwin 達爾文



彼得：主啊！救我。



彼得對神的主權出現大醒覺



神的主權要求人在每一個範疇順服神



彼得不容許神進入「隱秘的角落」



要成為得人的漁夫，必須認識神的主權，讓神進
人個人「隱秘的角落」



Charles Darwin 達爾文



Christ and the Rich Young Ruler



1.Jeff bezos (top rich man in 2018)
net worth: 130.5 billion



Charles Darwin 達爾文



Alexander the Great



年青人的官拒絕神的主權
他所要的，是永生的禮物，而不是與耶穌建立關
係





Charles Darwin 達爾文





Horatio Spafford 史巴霍







Bodies (s)Bodies (s)









主十架下

1. 在主耶穌十架下 我願站立堅定

如酷熱天遠行辛苦 進入磐石蔭影

如曠野中欣逢居所 長途喜見涼亭

到此得釋肩頭重擔 養力奔赴前程

生命聖詩 121



Charles Darwin 達爾文



Response Hymn 
回應詩歌

“承担未竟的使命 ”



承担未竟的使命



往普天下传讲，

神国美好盼望；

天下人间别无拯救，

唯主耶稣基督。



信徒蒙天父荫庇，圣灵安慰、感动，

主耶稣恩爱激励，昔日殷勤侍奉；

如今求复兴心灵，驱斥胆怯，散漫，

使我们遵你命令，为你工作不倦。



往普天下传讲，

神国美好盼望；

天下人间别无拯救，

唯主耶稣基督。

X2



New Friends

新朋友介紹



DOXOLOGY

三一頌



讚美真神萬福之根
世上萬民讚美主恩
天使天軍讚美主名
讚美聖父聖子聖靈阿們! 

Praise God, from whom all blessings flow Praise 

Him, all creatures here below Praise Him above, ye 

heavenly host Praise Father, Son, and Holy Ghost 

Amen!



Benediction

祝禱



請弟兄姐妹們

聚會結束會走西邊側門，以免打
擾英文堂的聚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