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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 TO WORSHIP

宣召

詩119:145-152



145.耶和華啊，我一心呼籲你；求你
應允我，我必謹守你的律例！

146.我向你呼籲，求你救我！我要遵
守你的法度。

147.我趁天未亮呼求；我仰望了你的
言語。

148.我趁夜更未換將眼睜開，為要思
想你的話語。



149.求你照你的慈愛聽我的聲音；耶和
華啊，求你照你的典章將我救活！

150.追求奸惡的人臨近了；他們遠離你
的律法。

151.耶和華啊，你與我相近；你一切的
命令盡都真實！

152.我因學你的法度，久已知道是你永
遠立定的。



OPENING PRAYER

禱告



SINGSPIRATION

詩歌頌讚





Pastoral Prayer

牧禱



Family News

家訊



網上奉獻:

教會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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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堂內暫時不傳遞奉獻袋，如果您有奉獻
請放在後面的奉獻箱裡。



主日學課程：

1、靈命成長；Gary Cheng
2、新約概覽；Laura Chiu
3、為人父母；Lois Keng
4、研經指引；Tai Hwa
5、系統神學；Esther Yuan
6、基要真理/受洗班/會員班。Alex



代禱事宜：

• 為懷孕的姐妹代禱：Tiffany的女兒
Allison、耿師母的女兒Erica, Tim 
& Christine Luk的兒媳Beatrice ,
慧清的女兒；

• 求主繼續醫治身體有軟弱、有疾病
的弟兄姐妹：Stephen; 舒明璐；
Joseph Bao; Mary Ho;



2021預算投票
在十月份的會員大會上, 已批准使用電子選
票 Election Buddy 缺席選票代替傳統的投
票。您將在 11月15日收到您的電子選票
“Election Buddy”的郵件。對於沒有電腦
/ 智能手機但想投票的人，請在11月3日(星
期二)之前致電714-533-6681與教會的
Catherine 聯繫, 要求郵寄選票。您需要提
供您目前的郵寄地址。



我們將郵寄給您一張紙本選票方便您填
寫, 並寄給您一封帶郵票的回郵信封。
收到這張選票後, 請立即填寫並寄回教
堂。您的選票必須在11月17日之前收到
才能計算。由於我們的法定投票人數很
高, 因此我們要求每個投票會員都參加
投票。



感恩見證分享晚會：

11月21日周六晚上7:00-9:00
Zoom 的方式舉行感恩分享聚會，歡迎
弟兄姐妹積極參加，願意分享見證的弟
兄姐妹請先向楊牧師報名。



聖誕聯合主日聚會：

12月20日聖誕聯合主日聚會，
10:00am開始，如有屆時願意受洗的弟
兄姐妹，可以向Alex弟兄或者楊牧師
報名。



2021年教會月曆

可供每個家庭一份， 歡迎週一至週
五 (10am-1pm) 到教堂領取。周日
到教會聚會的弟兄姐妹請記得領取一
份。



Scripture

讀經
林前13:5



林前 13:5 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
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
惡。



SERMON

信息

“愛是不發怒”
Love is not easily angered

楊保羅牧師



愛是不輕易發怒
林前13:5



一、從理性
上認知怒氣
是可以控制
和管理的。



箴言29:11愚妄人怒氣全發；智慧人忍氣
含怒。a fool gives full vent to his anger, but 

a wise man keeps himself under control NIV



二、要明白不管
理、控制我們的
怒氣是會付出代
價的。



箴言29:22  暴怒的人多多犯罪 gets 
into all kinds of trouble



箴15:18 暴怒的人挑啟爭端

cause arguments



箴14:29性情暴躁的,大顯愚妄
anger cause mistakes。



箴14:17輕易發怒的，
行事愚妄.

do foolish things



三、講話之前要三思。



林前 13:5  
不輕易發怒，
Love is not 
easily angered



弗4:26生氣
卻不要犯罪；
不可含怒到
日落。

我為什麼生氣？
我到底想怎樣？
如何達到目的？



四、合宜地解
決你的怒氣;



弗4:26  
生氣卻不
要犯罪.
(if you become 
angery, don’t let 
your anger lead 
you into sin.)；



箴15:1回答柔
和，使怒消退；
言語暴戾，觸
動怒氣。A 
gentle answer 
quiets anger, but 
a harsh one stirs 
it up.



箴 20:1“酒能使
人褻慢（foolish），
濃酒使人喧嚷
(loud)；凡因酒錯
誤的，就無智慧
(it’s  stupid to get 
drunk)。”



五、重新建
立我們的思
維模式。



羅12:2 不要效法這個
世界（don’t copy the 
behavior and customs of 

this world），只要心意
更新而變化，but let 
God transform you into a 
new person by changing 
the way that you think.



箴22:24好生氣的人，不可與他結
交；暴怒的人，不可與他來往；



太12:34你們既是惡人，怎能說出
好話來呢？因為心裡所充滿的，
口裡就說出來



六、依靠神的幫助。



詩141:3  耶
和華啊，求
你禁止我的
口，把守我
的嘴！



羅15:5但願
賜忍耐安慰
的神 叫你
們彼此同心，
效法基督耶
穌。



詩51:10 神啊，
求你為我造清
潔的心，使我
裡面重新有正
直的靈。



一、怒氣是可以控制管理
二、輕易發怒會付出代價
三、行動之前三思而後行
四、正確釋放我們的怒氣
五、需重新建立思維模式
六、完全尋求上帝的幫助



RESPONSE  HYMN 

回應詩歌

“愛的真諦”



CCLI #1854625 for CBCOC



DOXOLOGY

三一頌



三一頌 CCLI #1854625 for CBCOC



BENEDICTION

祝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