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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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天敞開

將天敞開，你的榮耀降下來。

將天敞開，你的同在降下來。

將天敞開，你的榮耀降下來。

萬國讚嘆你，你是榮耀君王。



將天敞開

天上地下，合一敬拜。

歡呼耶穌基督，聖潔羔羊，

榮耀歸於你。

天上地下，在永恆裡敬拜。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將天敞開

將天敞開，你的榮耀降下來。

將天敞開，你的同在降下來。

將天敞開，你的榮耀降下來。

萬國讚嘆你，你是榮耀君王。



將天敞開

天上地下，合一敬拜。

歡呼耶穌基督，聖潔羔羊，

榮耀歸於你。

天上地下，在永恆裡敬拜。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將天敞開

間奏



將天敞開

神就在這裡，我們歡迎你，

讓一切焦點轉向你；

神就在這裡，我們歡迎你，

寶座前敬拜不停息。



將天敞開

神就在這裡，我們歡迎你，

讓一切焦點轉向你；

神就在這裡，我們歡迎你，

寶座前敬拜不停息。



將天敞開

間奏



將天敞開

將天敞開，你的榮耀降下來。

將天敞開，你的同在降下來。

將天敞開，你的榮耀降下來。

萬國讚嘆你，你是榮耀君王。



將天敞開

（天上地下，合一敬拜。

歡呼耶穌基督，聖潔羔羊，

榮耀歸於你。

天上地下，在永恆裡敬拜。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x2



何等恩典

以真誠的心降服在你面前

開我心眼使我看見

以感恩的心領受生命活水

從你而來的温柔謙卑



何等恩典

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

何等恩典你寶血為我流

何等恩典

你以尊貴榮耀為我冠冕

我的嘴必充滿讚美



何等恩典

以真誠的心降服在你面前

開我心眼使我看見

以感恩的心領受生命活水

從你而來的温柔謙卑



何等恩典

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

何等恩典你寶血為我流

何等恩典

你以尊貴榮耀為我冠冕

我的嘴必充滿讚美



何等恩典

(你已挪去我所有枷鎖，

你已挪去我所有重担，

你已挪去我所有傷悲，

你的名配得所有頌讚。)x2



何等恩典

以真誠的心降服在你面前

開我心眼使我看見

以感恩的心領受生命活水

從你而來的温柔謙卑



何等恩典

(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

何等恩典你寶血為我流

何等恩典

你以尊貴榮耀為我冠冕

我的嘴必充滿讚美)x2



寶貴十架

主耶穌，我感謝你，

你的身體，為我而捨。

帶我出黑暗，進入光明國度，

使我再次能看見。



寶貴十架

主耶穌，我感謝你，

你的寶血，為我而流。

寶貴十架上，醫治恩典湧流，

使我完全得自由。



寶貴十架

寶貴十架的大能賜我生命，

主耶穌我俯伏敬拜你。

寶貴十架的救恩，

是你所立的約，

你的愛永遠不會改變。



寶貴十架

主耶穌，我感謝你，

你的身體，為我而捨。

帶我出黑暗，進入光明國度，

使我再次能看見。



寶貴十架

主耶穌，我感謝你，

你的寶血，為我而流。

寶貴十架上，醫治恩典湧流，

使我完全得自由。



寶貴十架

(寶貴十架的大能賜我生命，

主耶穌我俯伏敬拜你。

寶貴十架的救恩，

是你所立的約，

你的愛永遠不會改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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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教會合一、方向四十天禁食禱告。



本期主日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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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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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20



17.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我來不是要廢掉，乃
是要成全。

18.我實在告訴你們，就是到天地都廢去了，律法的一
點一畫也不能廢去，都要成全。

19.所以，無論何人廢掉這誡命中最小的一條，又教訓
人這樣作，他在天國要稱為最小的。但無論何人遵
行這誡命，又教訓人遵行，他在天國要稱為大的。

20.我告訴你們，你們的義若不勝於文士和法利賽人的
義，斷不能進天國。



Sermon

信息

“不一樣的門徒生命”
-基督、基督徒與律法

楊保羅牧師



不一樣的門徒生命 太5:17-20

-基督、基督徒與律法



17 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我來不是要廢掉,乃是
要成全 πληρόω。18 我實在告訴你們,就是到天地都廢
去了,律法的一點一畫也不能廢去,都要成全 γίνομαι 。



約5:39 你們查考聖
經,因你們以為內中
有永生; 給我作見
證的就是這經…46
你們如果信摩西，
也必信我，因為他
書上有指著我寫的
話。



羅10:4 律法的總結就是基督…



在預表、預言、新約上成全了律法；



19所以,無論何人廢掉這誡命中最小的一條,又
教訓人這樣作,他在天國要稱為最小的,但無論
何人遵行這誡命,又教訓人遵行,他在天國要稱
為大的。



20我告訴你們，
你們的義若不勝
於文士和法利賽
人的義,斷不能進
天國。



Response Hymn 
回應詩歌

“我願常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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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願常見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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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願常見祢

我不求財富，也不求虛榮，
祢是我的產業，世代無窮；
祢在我心中，獨居首位，
至高天上王，是我最寶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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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