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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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 萬民之上的名

詞/曲：林婉容

翻譯：倪兆康

專輯：小羊創作07【再次將我更新】

© 小羊詩歌



耶穌 萬民之上的名

耶穌 何等寶貴的名

天下人間 別無賜下拯救

惟靠耶穌基督聖名

© 小羊詩歌

耶穌萬名之上的名



耶穌 至善至美的名

耶穌 我最愛慕的名

神獨生子 降卑成為人子

願榮耀都歸耶穌聖名

© 小羊詩歌

耶穌萬名之上的名



耶穌 萬民之上的名

耶穌 何等寶貴的名

天下人間 別無賜下拯救

惟靠耶穌基督聖名

© 小羊詩歌

耶穌萬名之上的名



耶穌 至善至美的名

耶穌 我最愛慕的名

神獨生子 降卑成為人子

願榮耀都歸耶穌聖名

© 小羊詩歌

耶穌萬名之上的名



耶穌萬名之上的名

間 奏



耶穌 萬民之上的名

耶穌 何等寶貴的名

天下人間 別無賜下拯救

惟靠耶穌基督聖名

© 小羊詩歌

耶穌萬名之上的名



耶穌 至尊至聖的名

耶穌 超乎萬有的名

黑暗逃避 帶下自由安寧

義人都投靠耶穌聖名

© 小羊詩歌

耶穌萬名之上的名



他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

是神本體的真像

萬有受造都靠他權能的命令

是為他而造 也靠他而立

© 小羊詩歌

耶穌萬名之上的名



耶穌至尊至聖的名

耶穌 超乎萬有的名

黑暗逃避 帶下自由安寧

義人都投靠耶穌聖名

© 小羊詩歌

耶穌萬名之上的名



黑暗逃避 帶下自由安寧

願榮耀都歸耶穌

願榮耀都歸耶穌

[ 願榮耀都歸耶穌聖名 ] x2

© 小羊詩歌

耶穌萬名之上的名



主，我願像你

作词：T.O. Chisholm
作曲：蔡蕊微

《生命聖詩》# 391



主我願像祢 榮耀的救主

這是我盼望 是我禱告

我甘願捨棄 世上的財寶

披戴主基督 守主聖道

© 生命聖詩

主，我願像祢



主 我願像祢 主 我願像祢

榮耀的救主 潔淨像祢

有主的甘甜 有主的豐盛

願主的聖形 深印我心

© 生命聖詩

主，我願像祢



主 我願像祢 能滿有憐憫

溫柔和謙卑 慈愛善良

幫助軟弱者 慰痛苦憂傷

領人歸基督 尋找亡羊

© 生命聖詩

主，我願像祢



主 我願像祢 主 我願像祢

榮耀的救主 潔淨像祢

有主的甘甜 有主的豐盛

願主的聖形 深印我心

© 生命聖詩

主，我願像祢



間 奏

主，我願像祢



主我願像祢 我今向你求

我願付代價 跟隨你行

將我的所是 和我的所有

完全獻給祢 不自經營

© 生命聖詩

主，我願像祢



主 我願像祢 主 我願像祢

榮耀的救主 潔淨像祢

有主的甘甜 有主的豐盛

願主的聖形 深印我心

© 生命聖詩

主，我願像祢



主 我願像你 聽我的祈求

傾下祢的愛 充滿我心

使我做聖殿 配給主居住

使我的生命 與你相印

© 生命聖詩

主，我願像祢



主 我願像祢 主 我願像祢

榮耀的救主 潔淨像祢

有主的甘甜 有主的豐盛

願主的聖形 深印我心

© 生命聖詩

主，我願像祢



親眼看見祢

曲/詞 ：鄧淑儀

© 基恩敬拜音樂事工



有祢 我生命不一樣

有祢 我生命再燃亮

有祢 我不害怕困難

有祢 我有滿足的喜樂

©基恩敬拜音樂事工

親眼看見祢



我在 深處裡求告你

祢在 天上聽我禱告

祢是 我堅固避難所

我讚美你直到永遠

©基恩敬拜音樂事工

親眼看見祢



太陽還存 月亮還在

人要敬畏祢直到萬代

我從前風聞有你

現在我親眼看見你

©基恩敬拜音樂事工

親眼看見祢



間 奏

親眼看見祢



有祢 我生命不一樣

有祢 我生命在燃亮

有祢 我不害怕困難

有祢 我有滿足的喜樂

©基恩敬拜音樂事工

親眼看見祢



我在 深處裡求告你

祢在 天上聽我禱告

祢是 我堅固避難所

我讚美你直到永遠

©基恩敬拜音樂事工

親眼看見祢



太陽還存 月亮還在

人要敬畏祢直到萬代

我從前風聞有你

現在我親眼看見你.

©基恩敬拜音樂事工

親眼看見祢



太陽還存 月亮還在

人要敬畏祢直到萬代

我從前風聞有你

現在我親眼看見你

現在我親眼看見你

©基恩敬拜音樂事工

親眼看見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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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 24-Oct 16, 2022

1. 憑神引導/合一與多元Steve Lin/Yunping
2. 舊約概覽 Tai Hwa
3. 宣教事工 Wenwei Jia
4. 基督教倫理學 Chi Yang
5. 基要真理 Alex/Derek



教會清潔日：

10月15日週六，上午8:30至下午2:00（含午
餐）

• 清洗/清潔門和牆壁；
• 油漆天井蓋金屬桿；
• 清理雜物；
• 綠籬修剪；
• 油漆6尺高的柵欄。



口罩要求更新:

10月3日長老會決定，從即日起教會室
內聚會不再需要必須佩戴口罩，但是仍
然鼓勵弟兄姐妹佩戴，請根據您的需要
做出明智地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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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3 週日, 午餐後 WMU 
邀請所有家庭在中庭組裝聖誕鞋盒。

• 運送日: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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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pm晚餐，
7:00pm-8:30pm感恩分享；

地點：教會交誼廳/大堂

願意分享感恩事項的弟兄姐妹請向楊
牧師報名。



Scripture

讀經
太5:27-30



27.你們聽見有話說：不可姦淫。
28.只是我告訴你們,凡看見婦女就動淫念的，

這人心裡已經與他犯姦淫了。
29.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剜出來丟掉，

寧可失去百體中的一體,不叫全身丟在地
獄裡。

30.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來丟掉,寧可
失去百體中的一體,不叫全身下入地獄。



Sermon
信息

“不一樣的門徒生命”
-不可姦淫

楊保羅牧師



不一樣的門徒生命 太5:27-30

-不可姦淫！



一.什麼是姦淫？V27-28



27你們聽見有話說：
不可姦淫(μοιχεύω)。
28只是我告訴你們，
凡看見婦女就動淫念
(ἐπιθυμῆσαι)的，這
人心裡已經與他犯姦

淫(μοιχεύω)了。



來13:4…苟合行淫的
人，神必要審判。

林前6:9-10…不要自
欺！無論是淫亂的…
姦淫的…親男色的…
都不能承受神的國。



二.如何避免姦淫的罪? v29-30



29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剜出來丟掉,寧
可失去百體中的一體,不叫全身丟在地獄
裡,30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來丟掉,寧
可失去百體中的一體,不叫全身下入地獄。



拉比：眼與手是罪惡的兩個經紀人;
眼與心是罪惡的兩個婢女。



伯31:1我與
眼睛立約,怎
能戀戀瞻望處
女呢？”



創39:9…我怎能作這大惡,
得罪神呢﹖…11有一天,約
瑟進屋裡去辦事，家中人
沒有一個在那屋裡,12婦人
就拉住他的衣裳,說:你與
我同寢吧！約瑟把衣裳丟
在婦人手裡,跑到外邊去
了…20 把約瑟下在監裡，。



Response Hymn 
回應詩歌

“我主愛我”



回應詩歌

我主愛我

詞/曲 蘇佐揚

© 天人聖歌



我的主擔當我軟弱

我的主醫治我創傷

我受苦祂在我身旁

所以我心中歡暢
© 天人聖歌

我主愛我



我流離他每次記帳

我流淚他用皮袋裝

除了主有誰這樣愛我？

所以我要時常歌唱
© 天人聖歌

我主愛我



我主愛我無限量

他愛我地久天長

任憑世人都改變

有主滿足我心腸
© 天人聖歌

我主愛我



我的主深知我痛苦

我的主了解我困難

過難關祂與我同行

所以我剛強壯膽
© 天人聖歌

我主愛我



我憂愁祂背我重擔

我疑慮祂為我驅散

除了主有誰這樣愛我？

因此我心中有平安
© 天人聖歌

我主愛我



我主愛我無限量

他愛我地久天長

任憑世人都改變

有主滿足我心腸
© 天人聖歌

我主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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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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