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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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然向祢

當讚美的旋律響起，

我的心全然向祢，

當聖靈的恩膏滿溢，

我的靈不再封閉。



全然向祢

讚美的清泉如春雨沐浴，

我心中的喜樂川流不息。

讚美的音符如雪花飄逸，

心中的暖流——冉冉升起。



全然向祢

我要開口向祢讚美稱謝，

永永遠遠讚美不停，

永永遠遠——稱謝不已。

我要欣然向祢獻上自己，

一生一世獻上自己，

一生一世——腳步不離。



全然向祢

當讚美的旋律響起，

我的心全然向祢，

當聖靈的恩膏滿溢，

我的靈不再封閉。



全然向祢

讚美的清泉如春雨沐浴，

我心中的喜樂川流不息。

讚美的音符如雪花飄逸，

心中的暖流——冉冉升起。



全然向祢

(我要開口向祢讚美稱謝，

永永遠遠讚美不停，

永永遠遠——稱謝不已。

我要欣然向祢獻上自己，

一生一世獻上自己，

一生一世——腳步不離。)x2



從榮耀降臨

從榮耀降臨，永遠奇妙福音，

我神我主降臨，耶穌是祂聖名。

生在馬槽裏，世人看為客旅，

在世受盡悲傷、流淚、飄零。



從榮耀降臨

我何等愛主！何等崇拜主！

我生命亮光，我的一切！

宇宙大主宰，成為我救主，

神一切豐盛，全在主裏。



從榮耀降臨

主卑微順服，使我們得救贖，

雖在黑夜茫茫，毫無半點指望，

但慈悲上主，甘願離榮光處，

降世救贖我靈魂免滅亡。



從榮耀降臨

我何等愛主！何等崇拜主！

我生命亮光，我的一切！

宇宙大主宰，成為我救主，

神一切豐盛，全在主裏。



從榮耀降臨

主甘心樂意，道成血肉身體，

取了世人樣式，顯明隱藏美旨。

榮耀的奧祕，加略山的燔祭，

自有永有的神偉大無比。



從榮耀降臨

我何等愛主！何等崇拜主！

我生命亮光，我的一切！

宇宙大主宰，成為我救主，

神一切豐盛，全在主裏。



萬國都要來讚美主

萬國都要來讚美主，

萬民都要來讚美主。

敬拜耶和華，唱詩來向他歡呼。

讚美耶和華，萬民都快樂歡呼。



萬國都要來讚美主

敬拜讚美耶和華，

凡有氣息都要讚美他。

敬拜耶和華，讚美耶和華，

我們活著是為要敬拜讚美他。

我們活著是為要敬拜讚美他。



萬國都要來讚美主

萬國都要來讚美主，

萬民都要來讚美主。

敬拜耶和華，唱詩來向他歡呼。

讚美耶和華，萬民都快樂歡呼。



萬國都要來讚美主

敬拜讚美耶和華，

凡有氣息都要讚美他。

敬拜耶和華，讚美耶和華，

我們活著是為要敬拜讚美他。

我們活著是為要敬拜讚美他。



萬國都要來讚美主

敬拜讚美耶和華，

凡有氣息都要讚美他。

敬拜耶和華，讚美耶和華，



萬國都要來讚美主

(我們活著是為要敬拜讚美他。

我們活著是為要敬拜讚美他。)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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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一期主日學：Jul 24-Oct 16, 2022

1. 憑神指引/合一與多元Steve Lin/Yunping

2. 舊約概覽 Tai Hwa

3. 宣教事工 Wenwei Jia

4. 婚姻關係 Lois Keng

5. 基督教倫理學 Chi Yang

6. 基要真理 Alex/Der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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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組，國語成人組將學習“路得
記。”）https://cbcoc.org/vbs



長老會公告：

原定於7月17日的臨時會員大會取消，
所有會員將會收到相關重要事項的電郵
報告。



Scripture

讀經
太5:1-12



1.耶穌看見這許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

下，門徒到他跟前來，

2.他就開口教訓他們，說：

3.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4.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

5.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

6.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

7.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恤。



8.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神。

9.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

兒子。

10.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11.人若因我辱罵你們，逼迫你們，捏造各樣壞

話毀謗你們，你們就有福了！

12.應當歡喜快樂,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

在你們以前的先知,人也是這樣逼迫他們。



Sermon

信息

“不一樣的門徒生命”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楊保羅牧師



不一樣的門徒生命 太5:1-12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奉基督的名,停止角鬥！”

Saint Telemachus
第四世紀的修道士



太5:9使人和睦(εἰρήνη)

的人有福了！因為他
們必稱為神的兒子。



Matt5:9 Blessed are the peacemakers, 

for they shall be called sons of God.



賽53:5 祂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
孽壓傷。因祂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祂受
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一、與神和睦；



加1:20藉著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



Don & Carol Richardson



二、與已和睦；

西3:15 叫基督的平安，
在你们心里作主。



羅12:3我憑著所賜我的恩對你們各人說：不要看自
己過於所當看的，要照著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
小，看得合乎中道。



三、與人和睦。



林後5:18…又將勸人與祂和好的職分賜給我
們。19…並且將這和好的道理託付了我們。



林前 7:15 神召我们是要我们和睦。
羅12:18 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哦，主啊，使我作你和平之子，在憎恨之

處播下仁愛。在傷痕之處播下寬恕，在懷

疑之處播下信心。使我作你和平之子，在

絕望之處播下盼望。在幽暗之處播下光明，

在憂愁之處播下喜樂。哦，主啊，使我少

為自己求，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

被瞭解但求瞭解人。少求愛但求全心付出

愛。使我作你和平之子，在赦免時我們便

蒙赦免。在捨去之時我們便有所得，迎接

死亡時我們便進入永生。

——

Francis of Assisi
1182 – 1226



Response Hymn 
回應詩歌

“祂自己”



回應詩歌：祂自己

前我要得福祉，今要得著主；

前我要得感覺，今要主言語；

前我切慕恩賜，今要賜恩主；

前我尋求醫治，今要主自己。



回應詩歌：祂自己

永遠高舉耶穌，

讚美主不歇；

一切在耶穌裡，

耶穌是我一切。



回應詩歌：祂自己

前我忙於打算，今專心祈求；

前我常常掛慮，今有主保佑；

前我隨己所欲，今聽主言語；

前我不住討求，今常讚美主。



回應詩歌：祂自己

永遠高舉耶穌，

讚美主不歇；

一切在耶穌裡，

耶穌是我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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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