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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 TO WORSHIP

宣召
2021年教會主題經文

彼前4:7-10



7. 萬物的結局近了，所以，你們
要謹慎自守，警醒禱告。

8. 最要緊的是彼此切實相愛，因
為愛能遮掩許多的罪。

9. 你們要互相款待，不發怨言。
10.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

作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



OPENING PRAYER

禱告



SINGSPIRATION

詩歌頌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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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y;天笭;蔡伯伯;
元亨;



新一期主日學要開始了：July 4- Sep 26

1. 憑神引導/合一與多元；林克明弟兄
2. 聖經神學；楊積庠弟兄，在教堂進行。
3. 婚姻關係；耿師母
4. 宣教事工；賈文薇姐妹
5. 舊約概覽；華泰至弟兄
6. 基要真理；蕭衍慶弟兄



暑期聖經學校：

暑期聖經學校將於7月19日至23日在First 

Southern Baptist Church of Anaheim實體進行，
VBS page on church website:

https://www.cbcoc.org/vbs

Registration for Kids and Youth:

https://forms.gle/JaUGSfS4LgRtq4Y19

Registration for Adults:

https://forms.gle/scAvKMHzqmwHZCeL8

https://www.cbcoc.org/vbs
https://forms.gle/JaUGSfS4LgRtq4Y19
https://forms.gle/scAvKMHzqmwHZCeL8


好好爸爸加油站:
-活動的解釋及問答會

時間：7月27日晚上7:30-8:30
請與王海濤弟兄聯繫索取Zoom鏈接：
hwang54@gmail.com



Pala學校文具奉獻：

教會婦女傳道會正在組織為Pala的學
校文具奉獻，詳情已經通過電郵發給
了弟兄姐妹，請在指定時間和地點將
您的奉獻放在教會，如有疑問請與
Tiffany Yung姐妹聯系。



國語堂野餐會：

日期：8月14日周
六
具體地址及時間另
行通知，請預留時
間並邀請親朋好友
一起參加。



Scripture

讀經
出20:1-8



2. 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褻慢人的座位，

3.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

4. 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按時候結果子，葉子也不枯

乾。凡他所做的盡都順利。

1.神吩咐這一切的話說：
2.我是耶和華─你的神，曾將你從埃及地為

奴之家領出來。
3.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
4.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麼形像

彷彿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
5.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他，因為我

耶和華─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
必追討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2. 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褻慢人的座位，

3.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

4. 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按時候結果子，葉子也不枯

乾。凡他所做的盡都順利。

6.愛我、守我誡命的，我必向他們發
慈愛，直到千代。

7.不可妄稱耶和華─你神的名；因為
妄稱耶和華名的，耶和華必不以他
為無罪。

8.當記念安息日，守為聖日。



Sermon
信息

“‘神聖’不可侵犯-第三戒”

方鎮明牧師



第三誡
The Third Commandment

「神聖」不可侵犯
God’s Name is inviolable



第三誡

「神聖」不可侵犯



Exodus 20:1-8

1God spoke all these words, saying

神吩咐這一切的話說：

2“I am the Lord your God, who Brought you out of 
the land of Egypt, out of the house of slavery.

我是耶和華─你的神，曾將你從埃及地為奴之家

領出來。

3“You shall have no other gods before me.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

http://bkspringbible.fhl.net/Bible2/cgic201/read201.cgi?ver=big5&na=0&chap=1061&ft=0&temp=67


出20:1-8
4 You shall not make for yourself a carved image, or any 

likeness of anything that is in heaven above, or that is in 
the earth beneath, or that is in the water under the earth.

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麼形像彷彿上天、下
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

5You shall not bow down to them or serve them, for I the 
Lord your God am a jealous God, visiting the iniquity of 
the fathers on the children to the third and the fourth 
generation of those who hate me.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
可事奉他，因為我耶和華─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
我必追討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http://bkspringbible.fhl.net/Bible2/cgic201/read201.cgi?ver=big5&na=0&chap=1061&ft=0&temp=67


出20:1-8 第一個法版

6愛我、守我誡命的，我必向他們發慈愛，直到千
代。But showing steadfast love to thousands of those 

who love me and keep my commandments.

7不可妄稱耶和華─你神的名；因為妄稱耶和華名的，
耶和華必不以他為無罪。You shall not take the 

name of the Lord your God in vain, for the Lord will 

not hold him guiltless who takes his name in vain

8當記念安息日，守為聖日。Remember the 

Sabbath day, to keep it holy.

http://bkspringbible.fhl.net/Bible2/cgic201/read201.cgi?ver=big5&na=0&chap=1061&ft=0&temp=67


出19:1-6 立約的目的

5“Now therefore, if you will indeed obey my voice and keep 

my covenant, you shall be my treasured possession among all 

the peoples, for all the earth is mine.

如今你們若實在聽從我的話，遵守我的約，就要在萬

民中作屬我的子民，因為全地都是我的。

6 and you shall be to me a kingdom of priests and a holy 

nation.” These are the words that you shall speak to the 

people of Israel.

你們要歸我作祭司的國度，為聖潔的國民。』這些話你要
告訴以色列人。

http://bkspringbible.fhl.net/Bible2/cgic201/read201.cgi?ver=big5&na=0&chap=1061&ft=0&temp=67


申:11:20-24 立約的目的

22 你們若留意謹守遵行我所吩咐這一切的誡命，愛
耶和華─你們的神，行他的道，專靠他，

23他必從你們面前趕出這一切國民，就是比你們更
大更強的國民，你們也要得他們的地。Then the 

Lord will drive out all these nations before you, and you 

will dispossess nations greater and mightier than you.

24 凡你們腳掌所踏之地都必歸你們；從曠野和利巴
嫩，並伯拉大河，直到西海，都要作你們的境界。

http://bkspringbible.fhl.net/Bible2/cgic201/read201.cgi?ver=big5&na=0&chap=1061&ft=0&temp=67


The First Commandment第一誡
1. Help us grow, but not to accuse us

幫助人成長，而不是定罪
2. Trust God    

在生活掛慮中，倚靠神
3. Worship God wholeheartedly

在逆情中，專心敬拜神
4. Desire God’s Words

在繁忙中，仍然渴慕神的話語



The Second Commandment 第二誡
1. Don’t replace God with idols,  that is,  don’t 

"deify" the limited things on earth

不要以偶象代替神，也就是不要「神化」地上一切
有限的物質

2. Worshiping idols is a way we try to manipulate
God. The purpose is to replace God with our own 
will,  and turn idols (such as a handkerchief) into 
"artifacts.”

拜偶象是人嘗試操控神的方式，目的是「以人自己
取代神」，把偶象(例如人的手巾)變成「神器」



The Second Commandment 第二誡
3.Worshiping an idol  wil l  make people get  on the wrong 

boat ,  go to  the wrong place,  and ult imately wil l  not  be 
saved.  

拜偶象會使人上錯船，去錯地方，最終不會得救。

4. Cathol icism argues not to block the visual arts 
天主教辯稱不要阻止視覺藝術

5. However, the use of icons in worship can easily lead to 
superstition, magic and idolatry.

然而，在敬拜中使用聖像，容易引發迷信、魔術及拜偶像。

















The Second Commandment 第二誡

6. Going back to the teachings of the Bible: 

Worship God in spirit and truth

回到聖經的教導：以心靈和真理敬拜神



The Third Commandment第三誡：

1.The Importance of NAME

名字的重要性



1. 名字的重要性











The Third Commandment第三誡：
2. Use the Name of God with a proper att itude

「以合宜的態度」使用神的名字

在行動上歸榮耀給神

受逼迫(緬甸)，認罪，讚美神，在生活中



2.「以合宜的態度」使用神的名字





把神的名字視為一種「魔術」



The Third Commandment 第三誡：
How to Use God’s Name怎樣使用神的名字

3. Seeing the sacr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justice”: you will look for unholy behaviors, 

and then punish yourself. As a result, the name of 

God seems to be a high-voltage wire

「從公義的角度」看神聖：尋找人不聖潔的
行為，然後加以懲罰。結果，神的名字好像
是高壓電線。愛心頭XX









The Third Commandment 第三誡：
How to Use God’s Name怎樣使用神的名字

4. Seeing the sacr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ve”: you will remind people to respect 
God and to avoid sinning against God. 

For example, David received the ark to the 
temple, and as a result, he was invincible
「從慈愛的角度」看神聖：人尊重神，看重
神，遠離罪惡。例如，大衛接收約櫃到聖殿，
結果，戰無不勝



The Third Commandment 第三誡：
How to Use God’s Name怎樣使用神的名字

5.Avoid the attitude of "hegemonism”

避免「霸權主義」的態度

Terrorism (Comic Storm in Paris)

恐怖主義(在巴黎的漫畫風波)

Crusades十字軍東征

Hate Crime仇恨犯罪



第三誡：怎樣使用神的名字
5.避免「霸權主義」的態度

在巴黎的恐怖主義(漫畫風波)

十字軍東征
Hate Crime

6.避免「以人為中心」的態度(神的旨意是要拆毀
教會，分裂教會)

7.避免「漫不經心」的態度





















The Third Commandment 第三誡：
How to Use God’s Name怎樣使用神的名字

6. Avoid a “human-centered" 
attitude (God’s will is to destroy and 
divide the church)

避免「以人為中心」的態度

(神的旨意是要拆毀教會，分裂教會嗎？)

7. Avoid the "inattentive" attitude

避免「漫不經心」的態度





Response Hymn 
回應詩歌

“主我愛你主！”



CCLI #1854625 for CBCOC



DOXOLOGY

三一頌



CCLI #1854625 for CBCOC



Benediction

祝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