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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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全世界知道
词/曲：余远淳 Yenn Chwen Er

专辑：【让全世界知道】
© 2007 New Heart Music Ministries 新心音乐事工版权所有



你坚定我们 天父上帝

你膏抹你的百姓

你赐下圣灵 住在心里

作你子民永远的凭据

© 2007 New Heart Music Ministries 新心音乐事工版权所有



你体恤我们 天父上帝

你拯救你的百姓

你赐下耶稣 担当罪孽

使我们成为儿女

© 2007 New Heart Music Ministries 新心音乐事工版权所有



让全世界知道 我们属于你

但愿你的荣美

但愿你的恩典

天天散发自我们生命

© 2007 New Heart Music Ministries 新心音乐事工版权所有



让全世界知道 我们属于你

但愿每件事情

但愿每句话语

单单讨你欢喜 荣耀你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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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愿为你去
词/曲：林婉容

专辑：【我愿意】
© 2005小羊诗歌



用圣灵与火为我施洗

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

让圣火烧尽邪情和私欲

因为我愿为你去

© 2005 小羊诗歌



成为我的异象 荣耀救主

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

赐我勇敢的心一无畏惧

因为我愿为你去

© 2005 小羊诗歌



钉痕手 引我前行

我只愿合你心意

看万事为损失 受苦为小事

靠你的恩典站立

（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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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的爱 融化我

神圣的火 熬炼我

神圣的使命 占有我

神圣的灵 引领我

© 2005 小羊诗歌



钉痕手 引我前行

我只愿合你心意

看万事为损失 受苦为小事

靠你的恩典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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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

赐我勇敢的心一无畏惧

因为我愿为你去

© 2005 小羊诗歌



赐我勇敢的心一无畏惧

因为我愿为你去

© 2005 小羊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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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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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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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會長柏有成弟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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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BCOC 國語堂2022 夏令會

主題：以福音爲中心的生活
講員: 柏有成博士

“曾是一顆被薊馬叮過的稻穗，徒具光鮮外殼，卻沒有真材實料；曾是一名知識殿堂的
觀光客，自詡學養兼備，卻沒有深厚功底；但是神豐富的恩典，讓他的生命翻轉與更新
，開始學習成為世界所期待的僕人。他就是柏有成，一個願意將好東西與好朋友分享的
受惠者。”--講員自傳

講員介紹：

國立臺灣大學學士，碩士，康乃爾大學博士。曾任職於美國沙克生物研究所，美國維吉
尼亞大學，從事生物醫學研究及教學。現任基督使者協會總幹事。





營地介紹：



戶外活動和休息



餐廳和食物



敬拜中心



寢室一隅



退修會注意事項：

1. 請攜帶床單，枕頭，毯子或睡袋；
2. 請攜帶禦寒衣物，盥洗用具；
3. 請攜帶COVID-19 疫苗注射証明或RPC陰

性檢測証明；
4. 請避免㩗帶貴重物品；
5. 營地提供公共浴室和厠所，請㩗帶浴巾，

肥皂，洗髮精和拖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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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ripture

讀經
路10:38-42



38.他們走路的時候，耶穌進了一個村莊。
有一個女人，名叫馬大，接他到自己家
裡。

39.他有一個妹子，名叫馬利亞，在耶穌腳
前坐著聽他的道。

40.馬大伺候的事多，心裡忙亂，就進前來，
說：主阿，我的妹子留下我一個人伺候，
你不在意嗎﹖請吩咐她來幫助我。



41.耶穌回答說：馬大！馬大！你為許
多的事思慮煩擾，

42.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馬利亞已
經選擇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奪去
的。



Sermon

信息

“伯大尼三姐弟”

孟德奎傳道



伯大尼三姐弟
-马大







路10:38他們走路的時候，耶穌進了一個
村莊。有一個女人，名叫馬大，接他到
自己家裡。

馬大接待耶穌



路10:40馬大伺候
的事多，心裡忙
亂，就進前來，
說：主阿，我的
妹子留下我一個
人伺候，你不在
意麼？請吩咐他
來幫助我。

馬大接待耶穌



路10：41耶穌回答
說：馬大！馬大！
你為許多的事思慮
煩擾，42但是不可
少的只有一件；馬
利亞已經選擇那上
好的福分，是不能
奪去的。

馬大被耶穌指正



約12:1-21逾越节前
六日，耶稣来到伯
大尼，就是他叫拉
撒路从死里复活之
处。 2有人在那里
给耶稣预备筵席；
马大伺候，……

馬大聽從耶穌



Response Hymn 
回應詩歌

“我願常見你”



回應詩歌
我願常見祢



我願常見祢，親愛的救主，

不見任何事務，只見耶穌；

白晝或黑夜，我常思念，

起來或躺臥，光照在我前。



求作我智慧，求作我真道，

祢常與我同在，我願投靠；

偉大聖天父，我懇求祢，

常住我裏面，我與祢合一。



至高天上王，我已凱旋歸，

得享天上喜樂，沐主光輝！

以祢心為心，不論禍福，

我願常見祢，天地萬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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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