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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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的信實廣大
祢的信實廣大,我 神我天父，

全無轉動影兒,藏在祢心

祢不改變，祢慈愛永不轉移，

無始無終的 神施恩不盡。

祢的信實廣大，祢的信實廣大，

每早晨賜下新豐富恩惠；

我一切需要祢手豐富預備，

祢的信實廣大，顯在我身！



春夏秋冬四季，有栽種收成，

日月星辰時刻，循轉不止；

宇宙萬物，都為造物主見證，

述說天父莫大信實仁慈。

祢的信實廣大，祢的信實廣大，

每早晨賜下新豐富恩惠；

我一切需要祢手豐富預備，

祢的信實廣大，顯在我身！



祢赦免我罪愆，賜我永平安，

祢的榮光親自，安慰導引；

日日加力，更賜我光明盼望，

祢所賜的恩愛永無止盡！

祢的信實廣大，祢的信實廣大，

每早晨賜下新豐富恩惠；

我一切需要祢手豐富預備，

祢的信實廣大，顯在我身！



從亙古到永遠
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們的居所，
你的寶座從太初立定，亙古就有，

你以威嚴為衣，以能力束腰，
世界就堅定，不得動搖。

主啊，你榮耀國度在我們的中間，
你的旨意滿有智慧，必要成就，
你信實不改變，應許永不落空，

掌權到萬代，不能震動。



我敬拜尊崇你聖名，將榮耀歸你，
你永遠常存，權柄永存無極，

唯你是真神，是活神，是再來君王，
喔主，你的國度從亙古到永遠。



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們的居所，
你的寶座從太初立定，亙古就有，

你以威嚴為衣，以能力束腰，
世界就堅定，不得動搖。

主啊，你榮耀國度在我們的中間，
你的旨意滿有智慧，必要成就，
你信實不改變，應許永不落空，

掌權到萬代，不能震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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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敬拜尊崇你聖名，將榮耀歸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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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祢的愛永不變
祢開了我的耳我的眼

我的嘴將稱頌祢到永遠，

祢的意念高過我的思想，如同天高過地。

全地都要來讚美祢，我跪拜祢面前稱頌祢，

山雖動搖，地雖改變，

我對祢的愛永不變。



祢開了我的耳我的眼

我的嘴將稱頌祢到永遠，

祢的意念高過我的思想，如同天高過地。

全地都要來讚美祢，我跪拜祢面前稱頌祢，

山雖動搖，地雖改變，

我對祢的愛永不變。



全地都要來讚美祢，我跪拜祢面前稱頌祢，

山雖動搖，地雖改變，

我對祢的愛永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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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教會合一、復興、使命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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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倫理學 Chi Yang

5. 基要真理 Alex/Derek



教會通訊錄：

教會新通訊錄已印製完成, 首先會分發
給參與拍照的人/家庭. 如果您想購買,
請聯繫教會秘書(費用為 10 美元)。



Scripture

讀經
太16:13-20



13.耶穌到了該撒利亞腓立比的境內，
就問門徒說：人說我（有古卷沒
有我字）人子是誰﹖

14.他們說：有人說是施洗的約翰；
有人說是以利亞；又有人說是耶
利米或是先知裡的一位。

15.耶穌說：你們說我是誰﹖



16.西門彼得回答說：你是基督，是永
生神的兒子。

17.耶穌對他說:西門巴約拿,你是有福
的,因為這不是屬血肉的指示你的,
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

18.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
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權柄
不能勝過他。



19.我要把天國的鑰匙給你，凡你在
地上所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
凡你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
要釋放。

20.當下，耶穌囑咐門徒，不可對人
說他是基督。



Sermon

信息

“啟示與建造”

孟德奎傳道



启示和建造

09-18-2022 CBCOC 国语主日



一、我们所处的世界
太16：13-14

13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
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
14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
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
或是先知里的一位。」



二、我们的救主
太16:15-17

15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16西门‧
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 神
的儿子。」17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
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
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



林前12:3

所以我告诉你们，被 神的灵感动的，
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
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
主」的。



启3:20

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
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
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



徒11:26B

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首。



三、我们的教会
太16:18

18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
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
胜过他。





林前3：

10我照神所給我的恩，好像一個聰明
的工頭，立好了根基，有別人在上面建
造；只是各人要謹慎怎樣在上面建造。
11因為那已經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穌基
督，此外沒有人能立別的根基。

https://cnbible.com/1_corinthians/3-10.htm
https://cnbible.com/1_corinthians/3-11.htm


太7:24

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
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



四、我们的使命
太16:19

19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
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
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Response Hymn 
回應詩歌

“認識你！”



認識祢
前我心寶貴世上的虛榮，

今生的驕傲高舉自我

今為主耶穌將萬事丟棄，

前我心寶貴盡作有損

認識祢耶穌 認識祢是我一生至寶

主祢是我一切 我喜樂我的公義 主我深愛祢



今我心渴慕唯認識耶穌

屬於主基督在祂裡面

那不能賺取無比的救恩

憑著祂寶血得以稱義

認識祢耶穌 認識祢是我一生至寶

主祢是我一切 我喜樂我的公義 主我深愛祢



讓我能經歷祢復活大能

讓我與基督一同受苦

更像我恩主效法祂的死

讓我與基督一同活著

認識祢耶穌 認識祢是我一生至寶

主祢是我一切 我喜樂我的公義 主我深愛祢



New Friends

新朋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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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弟兄姐妹們

聚會結束會走西邊側門，以免打
擾英文堂的聚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