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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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篇 150章
1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在 神的聖所讚美他、在他顯能

力的穹蒼讚美他。

2 要因他大能的作為讚美他、按著他極美的大德讚美他

3 要用角聲讚美他、鼓瑟彈琴讚美他．

4 擊鼓跳舞讚美他、用絲絃的樂器、和簫的聲音讚美他.

5 用大響的鈸讚美他、用高聲的鈸讚美他。

6 凡有氣息的、都要讚美耶和華。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在祂的圣所赞美祂，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在祂的穹苍赞美祂。



要因着祂的大能赞美祂，

要因着祂的荣耀赞美祂，

要因着祂的慈爱赞美祂，

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祂。



我们要赞美耶和华，

来敞开胸怀赞美祂，

我们要赞美耶和华，

来高声欢呼赞美祂。



我们要鼓瑟弹琴赞美祂，

我们来击鼓跳舞赞美祂，

我们用丝弦乐器赞美祂，

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祂。



我们要赞美耶和华，

来敞开胸怀赞美祂，

我们要赞美耶和华，

来高声欢呼赞美祂。



我们要鼓瑟弹琴赞美祂，

我们来击鼓跳舞赞美祂，

我们用丝弦乐器赞美祂，

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祂。



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祂!

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祂!

凡有气息都要来 赞 美 祂!



叫我抬起頭的神

耶和華是我的主 必不致動搖

有耶和華的幫助 還要懼誰呢

耶和華是我牧者 必不致缺乏

有耶和華做我旌旗 必全然得勝



耶和華是我四圍的盾牌 是我的榮耀

又是叫我抬起頭的神

一宿雖然有哭泣

早晨我們必歡呼

祢是我的磐石 我的幫助



耶和華是我的主 必不致動搖

有耶和華的幫助 還要懼誰呢

耶和華是我牧者 必不致缺乏

有耶和華做我旌旗 必全然得勝



耶和華是我四圍的盾牌 是我的榮耀

又是叫我抬起頭的神

一宿雖然有哭泣 早晨我們必歡呼

祢是我的磐石 我的幫助



我們歡迎君王降臨

宇宙的中心 耶穌

世界的中心 耶穌

萬物都本於祢. 屬於祢 歸於祢

祢是榮耀君王



我們歡迎 君王降臨

渴望看見祢的彰顯

呼求祢來翻轉震動這土地

復興我們聖潔的熱情



我們歡迎 君王降臨

同心高舉祢聖潔的名

呼求天窗打開 春雨不停息

我們呼喊歡迎君王降臨



大大張口 大大充滿

恩膏如雨 澆灌這地

眼未看見 耳未聽見

渴慕更多 看見祢的榮面



大大張口 大大充滿

恩膏如雨 澆灌這地

眼未看見 耳未聽見

渴慕更多 看見祢的榮面



我們歡迎 君王降臨

渴望看見祢的彰顯

呼求祢來翻轉震動這土地

復興我們聖潔的熱情



我們歡迎 君王降臨

同心高舉祢聖潔的名

呼求天窗打開 春雨不停息

我們呼喊歡迎君王降臨



你是榮耀君王

祢是榮耀的君王， 祢是和平之主，

祢是天地萬有主宰，

唯有祢聖潔公義，

天使都向你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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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祢是和平之主，

祢是天地萬有主宰，唯有祢聖潔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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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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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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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一期主日學：Jul 24-Oct 16, 2022

1. 憑神引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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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教會野餐Picnic

時間：8月27日周六，10:30am - 2:30pm
地點：CARBON CANYON REGIONAL PARK ，

4442 CARBON CANYON RD，BREA, CA 92823 。
Shelter #10

停車：公園內$5,或者街邊停車；
午餐：免費；
登記註冊：需要在8月19日之前報名登記，登
記鏈接已經電郵，細節請聯繫亞娟姐妹。



Scripture

讀經
太5:13-16



13.你們是世上的鹽。鹽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再鹹

呢﹖以後無用，不過丟在外面，被人踐踏了。

14.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

15.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燈臺上，就照

亮一家的人。

16.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

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



Sermon

信息

“不一樣的門徒生命”
-我們是世上的鹽和光

楊保羅牧師



不一樣的門徒生命 太5:13-16

-我們是世上的鹽和光



13 你們是世上的鹽。

鹽若失了味，怎能

叫他再鹹呢﹖以後

無用，不過丟在外

面，被人踐踏了。



拉4:14我們既食御鹽，
不忍見王吃虧，因此
奏告於王。
Salary 來自拉丁文的
S alarium，
• worth of his salt

• not worth of his salt



西4:6 你們的言語要常常帶著和氣，好像用鹽
調和，就可知道該怎樣回答各人。



利2:13一切的供物都要
配鹽而獻。
民18:19…在耶和華面
前作為永遠的鹽約。



14.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

是不能隱藏的。

15.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是放

在燈臺上，就照亮一家的人。

16.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

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

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



太5:16你們的光也當

這樣照在人前，叫他

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

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

天上的父。



約1:4 生命在他裡頭；
這生命就是人的光。

徒26:18 我差你到他
們那裡去，要叫他
們的眼睛得開，從
黑暗中歸向光明，
從撒但權下歸向神；



诗119:105你的话
是我脚前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



Response Hymn 
回應詩歌

“我們歡迎君王降臨”



我們歡迎君王降臨

宇宙的中心 耶穌

世界的中心 耶穌

萬物都本於祢 屬於祢 歸於祢

祢是榮耀君王



我們歡迎 君王降臨

渴望看見祢的彰顯

呼求祢來翻轉震動這土地

復興我們聖潔的熱情



我們歡迎 君王降臨

同心高舉祢聖潔的名

呼求天窗打開 春雨不停息

我們呼喊歡迎君王降臨



大大張口 大大充滿

恩膏如雨 澆灌這地

眼未看見 耳未聽見

渴慕更多 看見祢的榮面



大大張口 大大充滿

恩膏如雨 澆灌這地

眼未看見 耳未聽見

渴慕更多 看見祢的榮面



我們歡迎 君王降臨

渴望看見祢的彰顯

呼求祢來翻轉震動這土地

復興我們聖潔的熱情



我們歡迎 君王降臨

同心高舉祢聖潔的名

呼求天窗打開 春雨不停息

我們呼喊歡迎君王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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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