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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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揀選



祢十字架的大能

重價贖回我靈魂

祢恩典使我被揀選

叫我生命果子常存



求主用我來贏得更多靈魂

堅固我潔淨我委身做祢門徒

求主差遣我去傳揚祢的愛

以愛擁抱城市 建立合一教會



賜我信心宣告 在祢凡事都能

喔主 在祢凡事都能



祢十字架的大能

重價贖回我靈魂

祢恩典使我被揀選

叫我生命果子常存



求主用我來贏得更多靈魂

堅固我潔淨我委身做祢門徒

求主差遣我去傳揚祢的愛

以愛擁抱城市 建立合一教會



賜我信心宣告 在祢凡事都能

喔主 在祢凡事都能



求主用我來贏得更多靈魂

堅固我潔淨我委身做祢門徒

求主差遣我去傳揚祢的愛

以愛擁抱城市 建立合一教會



賜我信心宣告 在祢凡事都能

喔主 在祢凡事都能



賜我信心宣告 在祢凡事都能

喔主 在祢凡事都能



唯有耶穌



耶穌你能 使瞎眼看見，

耶穌你能 醫治傷心人；

耶穌你有 權柄釋放，

叫不可能變為可能。



唯有耶穌 掌管天地萬有，

唯有耶穌 能使水變成酒。

叫狂風巨浪平息，

大能赦罪行神蹟，

耶穌無人與你相比。



耶穌你能 使瞎眼看見，

耶穌你能 醫治傷心人；

耶穌你有 權柄釋放，

叫不可能變為可能。



唯有耶穌 掌管天地萬有，

唯有耶穌 能使水變成酒。

叫狂風巨浪平息，

大能赦罪行神蹟，

耶穌無人與你相比。



唯有耶穌 掌管天地萬有，

唯有耶穌 能使水變成酒。

叫狂風巨浪平息，

大能赦罪行神蹟，

耶穌無人與你相比。



叫狂風巨浪平息，

大能赦罪行神蹟，

耶穌無人與你相比。



獻上感恩



獻上感恩的心，歸給至聖全能神；

因祂賜下獨生子主耶穌基督。



獻上感恩的心，歸給至聖全能神；

因祂賜下獨生子主耶穌基督。



如今軟弱者能變剛強，

貧窮者成為富足，

都因為主為我成就大事。



如今軟弱者能變剛強，

貧窮者成為富足，

都因為主為我成就大事

感恩。



獻上感恩的心，歸給至聖全能神；

因祂賜下獨生子主耶穌基督。



獻上感恩的心，歸給至聖全能神；

因祂賜下獨生子主耶穌基督。



如今軟弱者能變剛強，

貧窮者成為富足，

都因為主為我成就大事。



如今軟弱者能變剛強，

貧窮者成為富足，

都因為主為我成就大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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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拉第聖誕宣教

2023年奉獻目標是30,000美元,您的捐
獻100%將捐給禾場的IMB宣教士,從下週
日12月4日開始,將是慕拉第祈禱週,請
從招待那裡拿一份禱告指南以便在整個
星期內為國際宣教工場的工人禱告。



2023預算及
新長老投票：

12月4日及5日所有會員將收到二份
Election Buddy電子投票電郵,請您及
時為明年預算及新的長老人選投票。



Scripture

讀經
約3:1-15



1.有一個法利賽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猶太
人的官。

2.這人夜裡來見耶穌,說:拉比,我們知道你
是由神那裡來作師傅的;因為你所行的神
蹟,若沒有神同在,無人能行。

3.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人若
不重生,就不能見神的國。



4.尼哥底母說:人已經老了,如何能重生
呢﹖豈能再進母腹生出來嗎﹖

5.耶穌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人若不
是從水和聖靈生的,就不能進神的國。

6.從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從靈生的就是靈。
7.我說:你們必須重生,你不要以為希奇。



8. 風隨著意思吹,你聽見風的響聲,卻不曉
得從那裡來,往那裡去;凡從聖靈生的,也
是如此。

9. 尼哥底母問他說:怎能有這事呢﹖
10.耶穌回答說: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還不

明白這事嗎﹖



11.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我們所說的是我們
知道的;我們所見證的是我們見過的;你
們卻不領受我們的見證。

12.我對你們說地上的事,你們尚且不信,若
說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

13.除了從天降下、仍舊在天的人子,沒有人
升過天。



14.摩西在曠野怎樣舉蛇,人子也必照樣被
舉起來,

15.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或作:叫一切
信的人在他裡面得永生）。



Sermon

信息

“主的门訓-重生”

孟德奎傳道



重 生
CBCOC國語主日11272022



一、尼哥底母求問

約3:1-2有一個法利賽人，名叫 尼哥底母 ，是 猶太
人的官。 這人夜裡來見耶穌，說：「拉比，我們知道
你是由 神那裡來作師傅的；因為你所行的神跡，若
沒有 神同在，無人能行。」



我心裡議論，

我又專心察明。

我專心用智慧尋求、查究，

我見日光之下有一樣智慧，

我見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

我見日光之下有一件禍患，

我見日光之下有一宗大禍患，
我轉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勞碌的一切工作。



賽30：20-21
主雖以艱難給你當餅，以
困苦給你當水，你的教師
卻不再隱藏；你眼必看見
你的教師。你或向左或向
右，你必聽見後邊有聲音
說：這是正路，要行在其
間。



二、耶穌談重生

約3:3-5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人若不
重生，就不能見神的國。」 尼哥底母 說：「人已經老
了，如何能重生呢？豈能再進母腹生出來嗎？」耶穌
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人若不是從水和聖靈生
的，就不能進神的國。





1.重生是從水和聖靈而生。

西6:3豈不知我們這受洗歸入基督耶穌的人，是受洗
歸入祂的死嗎？

約3:6從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從靈生的就是靈。





2.重生見神的國, 進神的國

太12:28
我若靠著神的靈趕鬼，這就是神的國臨到你們了。

路17:20-21

法利賽人問：「神的國幾時來到？」耶穌回答說：
「神的國來到不是眼所能見的。 人也不得說：『看
哪，在這裡！看哪，在那裡！』因為神的國就在你
們心裡 。」



3.重生顯現出聖靈的工作

約3:7-8 我說：『你們必須重
生』，你不要以為希奇。 風隨
著意思吹，你聽見風的響聲，卻
不曉得從哪裡來，往哪裡去；凡
從聖靈生的，也是如此。





三、重生到永生

約3:9-15

尼哥底母問他說：「怎能有這事呢？」 耶穌回答說：
「你是 以色列 人的先生，還不明白這事嗎？ 我實實
在在地告訴你，我們所說的是我們知道的；我們所
見證的是我們見過的；你們卻不領受我們的見證。
我對你們說地上的事，你們尚且不信，若說天上的
事，如何能信呢？ 除了從天降下、仍舊在天的人子，
沒有人升過天。 摩西 在曠野怎樣舉蛇，人子也必照
樣被舉起來，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



民21:4-7 林后 5:21



Response Hymn 
回應詩歌

“承擔未竟的使命”



回應詩歌
承担未竟的使命



承担未竟的使命，懇切屈膝主前，

眼見急需遍天下，深感失責閒散；

蒙救贖認識基督，今恩座前重述，

所許嚴肅的誓言：獻一生宣揚主。



世界各幽暗勢力，仍然囂張逞強，

往昔多方攻擊你，今仍猖獗抵擋，

無數受捆的心靈，需生命、光與愛，

卻無人關懷照應，沈沒黑暗罪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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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信徒辛勞工作，高举福音火炬

傳耶穌生死復活，至死忠心不渝

主我們負擔一樣：一佳音、一使命

同一的心願志向，敬獻身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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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徒蒙天父蔭庇，聖靈安慰感動，

主耶穌恩愛激勵，昔日殷勤事奉；

如今求復興心靈，驅斥膽怯散漫，

使我們遵你命令，為你工作不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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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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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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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