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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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散那】

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歸於至高神 (x2 ) 

我們齊聲讚美祢至聖尊名

權柄尊榮歸主我神和散那歸於至高神

榮耀榮耀願榮耀歸萬王之王 (x2 ) 

我們齊聲讚美祢至聖尊名權柄尊榮歸
主我神願榮耀歸萬王之王



【和散那】

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歸於至高神 (x2 ) 

我們齊聲讚美祢至聖尊名

權柄尊榮歸主我神和散那歸於至高神

榮耀榮耀願榮耀歸萬王之王 (x2 ) 

我們齊聲讚美祢至聖尊名權柄尊榮歸
主我神願榮耀歸萬王之王



【和散那】

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歸於至高神 (x2 ) 

我們齊聲讚美祢至聖尊名

權柄尊榮歸主我神和散那歸於至高神

我們齊聲讚美祢至聖尊名權柄尊榮歸
主我神和散那歸於至高神!



【祢是榮耀的君王】

祢是榮耀的君王祢是和平之主

祢是天地萬有主宰

惟有祢聖潔公義天使都向祢跪下

敬拜尊崇祢

因為在祢有永生之道

祢是主耶穌基督



【祢是榮耀的君王】

和撒那歸於大衛的子孫

和撒那歸於萬王之王

願榮耀歸於至高神

耶穌是彌賽亞



【祢是榮耀的君王】

祢是榮耀的君王祢是和平之主

祢是天地萬有主宰

惟有祢聖潔公義天使都向祢跪下

敬拜尊崇祢

因為在祢有永生之道

祢是主耶穌基督



【祢是榮耀的君王】

和撒那歸於大衛的子孫

和撒那歸於萬王之王

願榮耀歸於至高神

耶穌是彌賽亞



【祢是榮耀的君王】

和撒那歸於大衛的子孫

和撒那歸於萬王之王

願榮耀歸於至高神

耶穌是彌賽亞

願榮耀歸於至高神

耶穌是彌賽亞



【主賜福如春雨】

主賜的福如春雨

我在其中讚美歡欣

主賜的生命是泉源

在我心中更新不窮

讓我們張開讚美的口舉起敬拜的手

主將賜福在我們之中



【主賜福如春雨】

讓我們獻上獻上

將讚美尊榮

全都向主獻上

而主將賜下賜下

主的恩典

將如春雨降下



【主賜福如春雨】

主賜的福如春雨

我在其中讚美歡欣

主賜的生命是泉源

在我心中更新不窮

讓我們張開讚美的口舉起敬拜的手主
將賜福在我們之中



【主賜福如春雨】

讓我們獻上獻上

將讚美尊榮

全都向主獻上

而主將賜下賜下

主的恩典

將如春雨降下



【主賜福如春雨】

讓我們獻上獻上

將讚美尊榮

全都向主獻上

而主將賜下賜下

主的恩典

將如春雨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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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主日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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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一期主日學：April 17-Jul 17

1. 不懼怕人/與神相遇 William Chiu

2. 舊約概覽 Tai Hwa

3. 教會歷史 Howard Zong

4. 男女角色 Lois Keng

5. 認識苦難 Anne/Chi Yang

6. 基要真理 Alex/Derek



主日直播及zoom主日學：

為配合及支持兒童主日學及周日午餐事
工，同工會目前決定，從4月17日開始，
國語主日將停止直播，歡迎弟兄姐妹回
到教會聚會，崇拜內容將在錄製後放在

網上。同日開始的新一期主日學課程都
將改為實體上課，不再有網上課程。



夏季退修會：

退修會將於6月17至19日於Pinecrest 
Christian Center舉行，講員為基督使者協
會總幹事柏有成弟兄。教會只收取成人
$75，學生及孩童一律免費，不足部分由教
會補足。報名登記上周已經開始，請向主堂
外的Evelyn姐妹及藺蓉姐妹報名交費。



教會48周年晚宴：

時間：5pm-8pm,April 24

地點：Golden sea restaurant and 
Banquet: 
餐費:6歲以上所有孩童、成人一律$10現金,

崇拜及主日學後在門口交費買票（可用
Zelle付給亞娟姐妹），今天是最後一天售
票，24日現場購票為$20。



安妮·阿姆斯莊
復活節奉獻

Annie Armstrong Easter offering：

禱告指引請上網站: www.NAMB.net. 
邀請您禱告並參與年度安妮莊復活節奉獻, 
目標: $21,000 元。



“愛的行動”
募款午餐義賣：

4月17日主日崇拜後教會婦女傳道會將舉辦
為無家可歸者籌款午餐義賣活動(請預備好
現金），您也可以在www.cbcoc.org/give上
奉獻，並註明for Actions in love.

http://www.cbcoc.org/give


4月15日耶穌受節日紀念聚會4e月15日

Good Friday

耶穌受難紀念聚會:

日期:7:30pm-9:00pm 4月15日周五
地點:教會主堂
歡迎所有弟兄姐妹實體參加紀念主耶穌
受難的聚會。



Scripture

讀經
太12:22-32



22.當下，有人將一個被鬼附著、又瞎又啞
的人帶到耶穌那裡，耶穌就醫治他，甚
至那啞吧又能說話，又能看見。

23.眾人都驚奇，說:這不是大衛的子孫嗎﹖
24.但法利賽人聽見，就說：這個人趕鬼，

無非是靠著鬼王別西卜阿。
25.耶穌知道他們的意念，就對他們說：凡

一國自相紛爭，就成為荒場；一城一家
自相紛爭，必站立不住；



26.若撒但趕逐撒但，就是自相紛爭，他的
國怎能站得住呢﹖

27.我若靠著別西卜趕鬼，你們的子弟趕鬼
又靠著誰呢﹖這樣，他們就要斷定你們

的是非。
28.我若靠著神的靈趕鬼，這就是神的國臨

到你們了。
29.人怎能進壯士家裡,搶奪他的家具呢﹖除

非先捆住那壯士,才可以搶奪他的家財。



30.不與我相合的，就是敵我的；不同
我收聚的，就是分散的。

31.所以我告訴你們：人一切的罪和褻
瀆的話都可得赦免，惟獨褻瀆聖靈，
總不得赦免。

32.凡說話干犯人子的，還可得赦免；
惟獨說話干犯聖靈的，今世來世總
不得赦免。



Sermon

信息

“耶穌趕鬼的能力”

方鎮明牧師



耶穌趕「鬼」的能力

22-32























22-32

22當下，有人將一個被鬼附著、又瞎又啞的人帶
到耶穌那裡，耶穌就醫治他，甚至那啞巴又能說
話，又能看見。
23眾人都驚奇，說：這不是大衛的子孫嗎？
24但法利賽人聽見，就說：這個人趕鬼，無非是
靠著鬼王別西卜啊。
25耶穌知道他們的意念，就對他們說：凡一國自
相紛爭，就成為荒場；一城一家自相紛爭，必站
立不住；



22-32

26若撒但趕逐撒但，就是自相紛爭，他的國怎能
站得住呢？
27我若靠著別西卜趕鬼，你們的子弟趕鬼又靠著
誰呢？這樣，他們就要斷定你們的是非。
28我若靠著神的靈趕鬼，這就是神的國臨到你們
了。
29人怎能進壯士家裡，搶奪他的家具呢？除非先
捆住那壯士，才可以搶奪他的家財。



22-32

30不與我相合的，就是敵我的；不同我收聚的，
就是分散的。
31所以我告訴你們：人一切的罪和褻瀆的話都可
得赦免，惟獨褻瀆聖靈，總不得赦免。
32凡說話干犯人子的，還可得赦免；惟獨說話干
犯聖靈的，今世來世總不得赦免













耶穌趕鬼的能力從何而來？

從反面的角度，耶穌否定祂與撒但有任何聯繫
，祂的能力並不是從別西卜而來

從正面來說，耶穌宣稱祂趕鬼的能力直接從神
或神的靈而來，這是非常明顯的





魔鬼的權柄「現在已經」全然崩潰(1)：

「我若靠著神的靈趕鬼，這就是神的國臨到
(the aroist tense)你們了。」(太十二28)



魔鬼的權柄「現在已經」全然崩潰(2)：

耶穌進一步向他們解釋，信徒有權柄勝過撒但
，說：「我曾看見撒但從天上墜落，像閃電一樣
。我已經給你們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蠍子，又勝過
仇敵一切的能力，斷沒有什麼能害你們。」

(路十18-19)





耶穌解釋雖然魔鬼外表像是「壯士」，但卻被耶穌全
然擊倒。



耶稣解释说，尽管魔鬼看起来像一个“强壮的人”，但他完
全被耶稣击倒了。

但是撒但仍在世上迷惑人，使他們不認識耶穌
得勝的事實。
事實上，魔鬼沒有權柄控制信徒，信徒有權柄
勝過撒但。
除了耶穌外，耶穌的門徒也能夠趕鬼：「主啊
！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路十17)。
在傳福音和宣教工場的應用







使徒保羅(Paul)：魔鬼的權柄已全然崩潰：

為了說明這事實，使徒保羅進一步指出基督「
既將一切執政的、掌權的[即撒但的權柄]擄來，
明顯給眾人看，就仗著十字架誇勝」(西二15) 

。
基督更經「常率領我們在基督裡誇勝」(林前二

14 )，好叫我們知道一個事實，每一位敬虔的基
督徒都可以靠賴耶穌的名打敗魔鬼，不再被它捆
綁。





















Response Hymn 
回應詩歌

“認識你”



前我心寶貴世上的虛榮
今生的驕傲高舉自我
今為主耶穌將萬事丟棄
前我心寶貴盡作有損
副歌：認識祢耶穌
認識祢是我一生至寶

主祢是我一切 我喜樂 我的公義
主 我深愛祢



今我心渴慕唯認識耶穌
屬於主基督在祂裡面

那不能賺取無比的救恩
憑著祂寶血得以稱義
副歌：認識祢耶穌
認識祢是我一生至寶

主祢是我一切 我喜樂 我的公義
主 我深愛祢



讓我能經歷祢復活大能
讓我與基督一同受苦
更像我恩主效法祂的死
讓我與基督一同活著
副歌：認識祢耶穌
認識祢是我一生至寶

主祢是我一切 我喜樂 我的公義
主 我深愛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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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