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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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全心頌讚

當我抬頭見祢，

當我側耳聆聽祢聲音，

我全心讃美，

我傳揚祢奇妙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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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全心頌讚 祢是榮美。

我全人頌讚 祢的作為，

每日每夜 我不停讚美，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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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全心頌讚 祢是榮美。

我全人頌讚 祢的作為，

每日每夜 我不停讚美，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阿門。



何等恩典

以真诚的心 降服在祢面前

开我心眼使我看见

以感恩的心 领受生命活水

从祢而来的温柔谦卑



何等恩典祢竟然在乎我

何等恩典祢宝血为我流

何等恩典

祢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

我的嘴必充满赞美



祢已挪去我所有枷锁

祢已挪去我所有重担

祢已挪去我所有伤悲

祢的名配得所有颂赞



何等恩典祢竟然在乎我

何等恩典祢宝血为我流

何等恩典

祢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

我的嘴必充满赞美



恩典之路

你是我的主

引我走正義路

高山或低谷

都是你在保護



萬人中唯獨

你愛我認識我

永遠不變的應許

這一生都是祝福



一步又一步這是恩典之路

你愛你手 將我緊緊抓住

一步又一步這是盼望之路

你愛你手 牽引我走這人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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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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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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期聖經學校：
VBS

時間：7月18－22日 7:00pm-9:00pm
地點：CBCOC

請用以下鏈接註冊登記(有兒童、成人選項)，
https://cbcoc.org/vbs



會員大會：

今天下午1:30在大堂舉行實體會員
大會，請所有會員準時出席。



Scripture

讀經
路10:39,42;约12:1-8



路10:39 她有一個妹子，名叫馬利

亞，在耶穌腳前坐著聽他的道。

路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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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12:1-8



1.逾越節前六日，耶穌來到伯大尼，就是
他叫拉撒路從死裡復活之處。

2.有人在那裡給耶穌預備筵席；馬大伺候，
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穌坐席的人中。

3.馬利亞就拿著一斤極貴的真哪噠香膏，
抹耶穌的腳，又用自己頭髮去擦，屋裡
就滿了膏的香氣。

4.有一個門徒，就是那將要賣耶穌的加略
人猶大，



5.說：這香膏為什麼不賣三十兩銀子賙濟
窮人呢﹖

6.他說這話，並不是掛念窮人，乃因他是
個賊，又帶著錢囊，常取其中所存的。

7.耶穌說：由她吧！她是為我安葬之日存
留的。

8.因為常有窮人和你們同在，只是你們不
常有我。



Sermon

信息

“伯大尼三姐弟
-主愛的&愛主的馬利亞”

孟德奎傳道



伯大尼三姐弟

主爱的&爱主的马利亚

CBCOC国语堂主日



一、爱慕赐生命的主

二、爱慕舍生命的主



路10：42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马利亚
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一、爱慕赐生命的主



路10：39她有一个妹子，名叫马利亚，在
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



约1：1太初有道，道与 神同在，道就是
神。
希腊文：Logos ；英文：Word；中文：道



何6:6 我喜愛良善（或譯：憐恤），不喜愛
祭祀；喜愛認識 神，勝於燔祭。



马太9：13经上说：『我喜爱怜恤，不喜爱
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
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



比喻 人的反应 人的行动

天国 宝贝藏

在地里

人遇见了就

把它藏起来

欢欢喜喜地去

变卖一切所有

的，买这块地

重价的

珠子

买卖人寻找

好珠子

就去变卖他一

切所有的，买

了这颗珠子。

太：13:44-46



约12： 3马利
亚就拿着一斤
极贵的真哪哒
香膏，抹耶稣
的脚，又用自
己头发去擦，
屋里就满了膏
的香气。

二、爱慕舍生命的主



可14:8她所做的，是尽她所能的；她是为我安
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



太26：13我实
在告诉你们，
普天之下，无
论在什么地方
传这福音，也
要述说这女人
所行的，作个
纪念。



雅各书1:22-24

22只是你們要行道，
不要單單聽道，自己
欺哄自己。23因為聽
道而不行道的，就像
人對著鏡子看自己本
來的面目，24看見，
走後，隨即忘了他的
相貌如何。



Response Hymn 
回應詩歌

“我願常見你”



我愿常见祢

1. 我愿常见祢，亲爱的救主，

不见任何事务，只见耶稣，

白昼或黑夜，我常思念，

起来或躺卧，光照在我前。



2.  求作我智慧，求作我真道

祢常与我同在，我愿投靠，

伟大圣天父，我恳求祢，

常住我里面，我与祢合一。



3. 我不求财富，也不求虚荣，

祢是我的产业，世代无穷，

祢在我心中，独居首位，

至高天上王，是我最宝贵。



4. 至高天上王，我已凯旋归，

得享天上喜乐，沐主光辉！

以祢心为心，不论祸福，

我愿常见祢，天地万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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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