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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 TO WORSHIP

宣召

詩篇139:1-12



1.耶和華啊，你已經鑒察我，認識我。
2.我坐下，我起來，你都曉得；你從遠處

知道我的意念。
3.我行路，我躺臥，你都細察；你也深知

我一切所行的。
4.耶和華啊，我舌頭上的話，你沒有一句

不知道的。
5.你前後環繞我，按手在我身上。
6.這樣的知識奇妙，是我不能測的；至

高，是我不能及的。黑暗和光明，在你
看來都是一樣。



7. 我往哪裏去，躲避你的靈？我往哪裏
逃，躲避你的面？

8. 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裏；我若躺在陰
間，你也在那裏。

9. 我若展開清晨的翅膀，飛到海極居住，
10.就是在那裏，你的手必引導我，你的右

手也必扶持我。
11.我若說「黑暗必定壓碎我，我周圍的亮

光必成為黑夜」，
12.黑暗對你不再是黑暗，黑夜卻如白晝發

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來都是一樣。



OPENING PRAYER

禱告



SINGSPIRATION

詩歌頌讚





Pastoral Prayer

牧禱



Family News

家 訊



網上奉獻:

網上奉獻系統已經開啟, 只
需上教會網http://cbcoc.org 選
擇 "Giving and Offering". 

根據提示選擇信用卡或支票
帳戶及指定項目即可完成。



• Annie Armstrong 復活節宣教奉
獻我們的目標: $15,000.00

• 為教會財務有困難的急難奉獻:請
在支票上註明 COVID19 RELIEF
FUND. 

• 因Covid-19病毒遭遇經濟困難的
弟兄姐妹可向牧師、長老、執事
申請救助。



三人禱告小組

• 教會主任牧師鼓勵你組成三人禱
告小組,每週通過電話或在線參加
祈禱，如果你願意組成一個小組,
請告知楊保羅牧師。

• 鼓勵弟兄姊妹積極參加4月6日至5
月15日的國語堂40天禁食禱告，
可以直接向楊牧師報名。



• 教會新通訊錄拍照將推遲到8月; 新
的拍照日期是: 8/11-8/15，8/20-
8/22。請忽略舊的日期，並聯系
Kelly 或 Iris 重新安排拍照時間。

• 繼續禱告父神醫治患者,病毒和疫情
受控並請注意個人公共衛生及防護措
施。聽取並遵循您所在州和地方當局
的指示。



為穆斯林禱告:

從 4/23 至 5/23, 全球數十億穆
斯林將參加他們一年一度的分齋
節,在這期間, 他們每天從日出至
日落都會禁食祈禱, 不參加任何
娛樂活動.身為基督徒的我們, 請
在這三十天當中迫切為他們禱
告。



新長老、執事提名：

教會下一年度新長老、執事
提名即將開始，請禱告後提
出您心目中適合擔任長老、
執事的人選，提名表格容後
發出。



1. 請弟兄姊妹多多藉著ZOOM參加主
日學，周三晚上的禱告會和團契
査經活動。

代祷事项:

2.請繼續為聘请青年传道禱告。
3.請為聘请兒童事工传道禱告。
4.為身體軟弱的弟兄姐妹們守望、代

禱。



Scripture

讀經



約翰福音 6:39-43節

39 差我來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賜

給我的、叫我一個也不失落、在末

日卻叫他復活。40 因為我父的意

思、是叫一切見子而信的人得永

生．並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復活。



41 猶太人因為耶穌說、我是從天

上降下來的糧、就私下議論他．42

說、這不是約瑟的兒子耶穌麼．他

的父母我們豈不認得麼．他如今怎

麼說、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的呢。43

耶穌回答說、你們不要大家議論。



約翰福音 6:47-52節

47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信的

人有永生。48 我就是生命的糧。

49你們的祖宗在曠野喫過嗎哪、還

是死了。50 這是從天上降下來的

糧、叫人喫了就不死。



51 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生命的糧．

人若喫這糧、就必永遠活著．我

所要賜的糧、就是我的肉、為世

人之生命所賜的。52 因此、猶太

人彼此爭論說、這個人怎能把他

的肉、給我們喫呢。



約翰福音 6:66-69節

66 從此他門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

和他同行。67 耶穌就對那十二個門

徒說、你們也要去麼。68 西門彼得

回答說、主阿、你有永生之道、我

們還歸從誰呢。69 我們已經信了、

又知道你是 神的聖者。



SERMON

信息



“從天上降下來生命的糧”

方鎮明牧師





He lived and died to buy my pardon,

An empty grave is there to prove my Savior lives

甚至捨命 為贖我罪過 那空墳墓証明 救主基督活著







Because He Lives 因祂活著

1. God sent His Son, they called Him Jesus

He came to love, heal, and forgive

神遣愛子 被稱為耶穌 降世為人 赦罪治病

世紀頒讚 206



* Because He lives  I can face tomorrow

Because He lives all fear is gone

因祂活著 我能面對明天 因祂活著 不再懼怕













一、「從天上降下來」永

恆的祝福



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

復活。

(約十一25) 



約翰福音 6:39-43節

39 差我來者的意思、就是

他所賜給我的、叫我一個也

不失落、在末日卻叫他復活。



Because I know  He holds the future 

And life is worth the living  Just because He lives

我深知道 祂掌管明天 生命充滿了價值 只因祂活著





2. How sweet to hold a new-born baby,

And feel the pride, and joy he gives

新生嬰孩 懷抱在手中 何等安詳 使人歡喜



But greater still the calm assurance

This child can face uncertain days because He 

lives

但你確信 這幼小生命 卻能面對著明天因救主活著



Steven Curtis Chapman (查普曼)

“Just Have to Wait” 



二、「從天上降下來」

現在的力量

耶穌說：「信子的人有永生」

(約三36)





Died He for me,  who caused His pain?

For me, who Him to death pursued?

主為我受 痛苦鞭傷 也為我死 在十架上



Amazing love! How can it be

That Thou, my God shouldst die for me?

奇異的愛 怎能如此 我主我神 為我受死











父啊，我在那裡，願你所賜給我

的人也同我在那裡，叫他們看見

你所賜給我的榮耀。

(約十七24) 

















兩種回應：

1.「這話甚難，誰能聽呢？」(約六60)

2.「主阿， 你有永生之道，我們還歸從誰呢？

我們已經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聖者。」

(約六68-69)



生之勇氣的能力：

「我們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心裡作

難，卻不至失望；遭逼迫，卻不被丟棄；

打倒了，卻不至死亡。身上常帶著耶穌

的死，使耶穌的生也顯明在我們身上。」

(林後四8-10)





RESPONSE  HYMN 

回應詩歌

“生命的糧”





DOXOLOGY

三一頌





BENEDICTION

祝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