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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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都歸祢

哈利路亚

荣耀歸宝座羔羊

哈利路亚 荣耀都歸祢

荣耀都歸祢真神



我一生都要来敬拜祢

哈利路亚 我的手我的口

我全心我全人

都要敬拜祢



哈利路亚

荣耀歸宝座羔羊

哈利路亚 荣耀都歸祢

荣耀都歸祢真神



我一生都要来敬拜祢

哈利路亚 我的手我的口

我全心我全人

都要敬拜祢



祢是配得 (聖哉聖哉全地唱)

聖哉聖哉全地唱，

昔在今在以後永在。

聖哉聖哉全能神，

永遠在寶座上。



祢是配得，配得，

配得尊崇和讚美。

祢是配得，配得，

萬物敬拜祢。



祢是聖潔，聖潔，

聖潔榮光在全地。

祢是聖潔，聖潔，

以聖潔妝飾敬拜祢。



祢是聖潔，聖潔，

聖潔榮光在全地。

祢是聖潔，聖潔，

以聖潔妝飾敬拜祢。



願尊貴、榮耀、權柄和能力，

都歸全能神；

願各族、各方、萬國和萬邦，

敬拜神羔羊。



祢是配得，配得，

配得尊崇和讚美。

祢是配得，配得，

萬物敬拜祢。



祢是聖潔，聖潔，

聖潔榮光在全地。

祢是聖潔，聖潔，

以聖潔妝飾敬拜祢。



前來敬拜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前來敬拜永遠的君王。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大聲宣告主榮耀降臨。



榮耀尊貴，能力權柄歸於祢，

祢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贖；

榮耀尊貴，能力權柄歸於祢，

祢是配得，祢是配得，

祢是配得我的敬拜。



榮耀尊貴，

美麗無比，

神的兒子，

耶穌，我的主。



榮耀尊貴，

美麗無比，

神的兒子，

耶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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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2022- Jan15, 2023

1. 加拉太書 Jay Yang

2. 新約概覽 Laura Chiu

3. 基督徒與政府 Esther Yuan

4. 從舊約概覽看神的救贖 Tai Hwa

5. 為人父母 Lois Keng

6. 基要真理/受洗/會員 Alex/Derek



兒童聖誕禮盒：

崇拜後婦女傳道會WMU在門口收集每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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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選長老

今天下午1:30在交誼廳舉行候選長老
Q&A，邀請所有會員準時出席並提問。



主日學照像日：

今天是照像日, Ben Tom弟兄會到各主
日學班照像，請各班老師及弟兄姐妹準
時在10:45am 抵達各教室聚會。



三堂聯合主餐

今天有每月一次的主餐聚會，請主日
學老師在11:45am帶領所有弟兄姐妹回
到大堂參加三堂的聯合主餐聚會。



Scripture

讀經
太5:33-37



33.你們又聽見有吩咐古人的話，說：
不可背誓，所起的誓總要向主謹守。

34.只是我告訴你們，什麼誓都不可起。
不可指著天起誓，因為天是神的座
位；

35.不可指著地起誓，因為地是他的腳
凳；也不可指著耶路撒冷起誓，因
為耶路撒冷是大君的京城；



36.又不可指著你的頭起誓，因為你不
能使一根頭髮變黑變白了。

37.你們的話，是，就說是；不是，就
說不是；若再多說，就是出於那惡
者（或作：就是從惡裡出來的）。



Sermon

信息

“不一樣的門徒生命”
-什麼誓都不可起？

楊保羅牧師



不一樣的門徒生命 太5:33-37

-什麼誓都不可起？



太5:33你們又聽見有
吩咐古人的話，說：
不可背誓，所起的

誓總要向主謹守。



34只是我告訴你們，什麼誓都不可起。
不可指著天起誓，因為天是神的座位；
35不可指著地起誓，因為地是他的腳
凳；也不可指著耶路撒冷起誓，因為
耶路撒冷是大君的京城；36又不可指
著你的頭起誓，因為你不能使一根頭

髮變黑變白了。



太 23:16 …你們說：『凡指著殿起誓的，這

算不得甚麼；只是凡指著殿中金子起誓的，

他就該謹守。』17 你們這無知瞎眼的人哪，

甚麼是大的？是金子呢？還是叫金子成聖的

殿呢？18 你們又說：『凡指著壇起誓的，

這算不得甚麼；只是凡指著壇上禮物起誓的，

他就該謹守。』



太 23:19 你們這瞎眼的人哪，甚麼是大的？

是禮物呢？還是叫禮物成聖的壇呢？20 所

以，人指著壇起誓，就是指著壇和壇上一切

所有的起誓；21 人指著殿起誓，就是指著

殿和那住在殿裏的起誓；22 人指著天起誓，

就是指著上帝的寶座和那坐在上面的起誓。



太5:37 你們的話,是,
就說是;不是,就說不
是;若再多說,就是出
於那惡者。



"I meant what I said, and I said what I meant. An 

elephant’s faithful, one hundred percent!"

言出必行，言而有信，大象100%是誠實的。



Charles  Swindoll



1.你是否每天讀聖經和禱告？
2.你是否以任何不恰當的方式

獲得金錢？
3.你是否與其他女人發生過任

何你不想讓你妻子知道的事
情？

4.你是否看了任何色情刊物？
5.你在回答前四個問題時是否

對我們撒了謊？



西3:9 不要彼此說
謊;因你們已經脫去
舊人和舊人的行為，

雅5:16 所以你們要彼此認罪,互相代求,
使你們可以得醫治……



Say what we mean, 
and mean what we say.



Response Hymn 
回應詩歌

“願祢崇高”



願祢崇高

我要在万民中称谢祢

我要在列邦中歌颂祢

祢的慈爱高及诸天



祢的信实上达穹苍

祢的慈爱高及诸天

祢的信实上达穹苍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祢的慈爱高及诸天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祢的信实上达穹苍



我要在万民中称谢祢

我要在列邦中歌颂祢

祢的慈爱高及诸天



祢的信实上达穹苍

祢的慈爱高及诸天

祢的信实上达穹苍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祢的慈爱高及诸天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祢的信实上达穹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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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