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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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在萬名之上

耶穌, 超乎萬名之名,

美好的救主，榮耀之君，

以馬內利，與人同在的神，

聖潔的救主永活之道。



耶穌, 超乎萬名之名,

美好的救主，榮耀之君，

以馬內利，與人同在的神，

聖潔的救主永活之道。



耶穌! 耶穌!

我們敬拜你和平之君

我們稱頌你明亮的晨星

我們等候你再來的王

我們仰望你公義的太陽



耶穌！ 耶穌！永生神的兒子

耶穌！ 耶穌！我的救贖主

耶穌！ 耶穌！世界的光

耶穌！ 耶穌！我心所盼望！



我們敬拜你和平之君

我們稱頌你明亮的晨星

我們等候你再來的王

我們仰望你公義的太陽



耶穌！ 耶穌！永生神的兒子

耶穌！ 耶穌！我的救贖主

耶穌！ 耶穌！世界的光

耶穌！ 耶穌！我心所盼望！



主啊，有誰能像你

祢常為我擺設筵席，

我的生命充滿驚喜；

我有何能報答祢的厚恩，

千言萬語也述說不盡。



我是誰祢如此眷顧，

寧處貧窮使我富足；

我算什麼祢竟這樣愛我，

除祢以外我還求什麼？



主，我讚美祢，一生歌頌祢，

主啊，有誰能像祢!

主，我敬拜祢，滿心感謝祢，

唯願一生事奉祢。



祢常為我擺設筵席，

我的生命充滿驚喜，

我有何能報答祢的厚恩，

千言萬語也述說不盡；



我是誰祢如此眷顧，

寧處貧窮使我富足，

我算什麼祢竟這樣愛我，

除祢以外我還求什麼？



主，我讚美祢，一生歌頌祢

主啊，有誰能像祢！

主，我敬拜祢，滿心感謝祢

唯願一生事奉祢。



主，我讚美祢，一生歌頌祢，

主啊，有誰能像祢！

主，我敬拜祢，滿心感謝祢，

唯願一生事奉祢。



坐在寶座上聖潔羔羊

坐在寶座上聖潔羔羊，

我們俯伏敬拜你，

昔在今在以後永在，

唯有你是全能真神;



坐在寶座上尊貴羔羊，

我們俯伏敬拜你，

頌讚尊貴榮耀權勢，

都歸給你直到永遠！



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唯有你配得敬拜和尊崇，

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我們高舉你聖名直到永遠。



坐在寶座上聖潔羔羊，

我們俯伏敬拜你，

昔在今在以後永在，

唯有你是全能真神;



坐在寶座上尊貴羔羊，

我們俯伏敬拜你，

頌讚尊貴榮耀權勢，

都歸給你直到永遠！



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唯有你配得敬拜和尊崇，

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我們高舉你聖名直到永遠！



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唯有你配得敬拜和尊崇，

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我們高舉你聖名直到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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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時會員大會：

長老會一致提議召開臨時會員大會，
時間：7月17日,12:45pm-2:00pm
地點：教會大堂
午餐：需要網上登記

請所有會員準時出席。



三堂聯合主餐

今天有每月一次的主餐聚會，請主日
學老師在11:45am帶領所有弟兄姐妹回
到大堂參加三堂的聯合主餐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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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心的人有福了

楊保羅牧師



不一樣的門徒生命 太5:1-12

-清心的人有福了！



白鼬



太5:8 清心(καθαρός καρδία)的

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神。



8 Blessed are the pure in 

heart, for they shall see 
God.



太23:25-26…因為你們洗凈杯盤的外面，裡
面卻盛滿了勒索和放蕩。你這瞎眼的法利賽
人，先洗净杯盤的裡面，好叫外面也乾淨了。



太23:23因為你們將薄
荷、茴香、芹菜獻上
十分之一，那律法上
更重的事，就是公義、
憐憫、信實,反倒不行
了。27因為你們好像
粉飾的墳墓,外面好看,
裡面卻裝滿了死人的
骨頭和一切的汙穢。



一.清心的人就是內心對神專一的人;



齊克果（Søren Kierkegaard
丹麥1813-1855）-- 存在主義之父

《清心是單求一事》

Purity of Heart Is 

to Will One Thing。



雅4:8…有罪的人哪，要
潔凈你們的手; 心懷二意
的人哪，要清潔你們的心。



雅1:8心懷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
沒有定見,這樣的人不要想從主那裡得什麼。



代下25:2：他（猶大王亞瑪謝）行耶和華眼
中看為正的事，只是心不專誠。



民14:24 惟獨我的僕
人迦勒，因他另有一
個心志，專一跟從我，
我就把他領進他所去
過的那地，他的後裔
也必得那地為業。



二.清心的人就是追求
誠實、圣洁生活的人



詩24:3-4 誰能登耶和華的山？ 誰能站在他
的聖所？ 就是手潔心清，不向虛妄，起誓
不懷詭詐的人。



來12:14並要追求
聖潔,非聖潔沒有
人能見主。



詩139:23-24 神啊,求你鑒察我,知道我的心
思;試煉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裡面有什
麼惡行沒有,引導我走永生的道路。



Robert Murray M'Cheyne (1813 - 1843) 

It is not great talents God 

blesses so much as great 

likeness to Jesus. A holy 

minister is an awful weapon in 

the hand of God

神大大祝福的不是非常有
恩賜的人，而是極像耶穌
的人,一個聖潔的傳道人是
上帝手中可怕的武器！



Response Hymn 
回應詩歌

“主啊，有誰能像你”



主啊，有誰能像你

祢常為我擺設筵席，

我的生命充滿驚喜；

我有何能報答祢的厚恩，

千言萬語也述說不盡。



我是誰祢如此眷顧，

寧處貧窮使我富足；

我算什麼祢竟這樣愛我，

除祢以外我還求什麼？



主，我讚美祢，一生歌頌祢，

主啊，有誰能像祢!

主，我敬拜祢，滿心感謝祢，

唯願一生事奉祢。



祢常為我擺設筵席，

我的生命充滿驚喜，

我有何能報答祢的厚恩，

千言萬語也述說不盡；



我是誰祢如此眷顧，

寧處貧窮使我富足，

我算什麼祢竟這樣愛我，

除祢以外我還求什麼？



主，我讚美祢，一生歌頌祢

主啊，有誰能像祢！

主，我敬拜祢，滿心感謝祢

唯願一生事奉祢。



主，我讚美祢，一生歌頌祢，

主啊，有誰能像祢！

主，我敬拜祢，滿心感謝祢，

唯願一生事奉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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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