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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 TO WORSHIP

宣召

詩119:169-176



169.耶和華啊，願我的呼籲達到你面前，
照你的話賜我悟性。

170.願我的懇求達到你面前，照你的話
搭救我。

171.願我的嘴發出讚美的話，因為你將
律例教訓我。

172.願我的舌頭歌唱你的話，因你一切
的命令盡都公義。



173.願你用手幫助我，因我揀選了你的
訓詞。

174.耶和華啊，我切慕你的救恩！你的
律法也是我所喜愛的。

175.願我的性命存活，得以讚美你！願
你的典章幫助我！

176.我如亡羊走迷了路，求你尋找僕人，
因我不忘記你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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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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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ther Yuan;



聖誕聯合主日聚會：

12月20日聖誕聯合主日聚會，10:00am
開始，主日學暫停一次。



全球華人差傳大會CMC 2020.

時間：12 月 28 日至 30 日，免費註
冊, 歡迎參加此次大會並請發電子郵件
給教會秘書而獲取註冊代碼。每個家庭
可用一 個代碼, 請勿與家庭以外的人
共享代碼。教會秘書的電郵請見周報。



Scripture

讀經
林後12:7-10



7.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啟示甚大，就
過於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
肉體上，就是撒但的差役要攻擊
我，免得我過於自高。

8.為這事，我三次求過主，叫這刺
離開我。



9. 他對我說：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
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
全。所以，我更喜歡誇自己的軟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10.我為基督的緣故，就以軟弱、凌辱、
急難、逼迫、困苦為可喜樂的；因
我什麼時候軟弱，什麼時候就剛強
了。



SERMON

信息

“神夠用的恩典”

李順長牧師



神夠用的恩典
林後 12:7-10

李順長博士牧師
Rev. Dr. Gordon Lee

飛揚協會
www.touchlife.org



高貴而難了解的真理
1. 神的能力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 9

2. 喜歡誇自己的軟弱 9

3. 以軟弱，凌辱，逼迫，困苦為可喜樂 10

4. 什麼時候軟弱，什麼時候剛強 10

神夠用的恩典 20



保羅的四項美德

1.智慧：把軟弱看做機會 9

2.勇敢：承認（誇口）自己的軟弱 9

3.積極：以軟弱困苦為可喜樂的 10

4.態度：面對人生的逆境 10

神夠用的恩典 21



一. 從神來的智慧 林後12:9

神夠用的恩典 22

• 把軟弱看作機會

• 把逆境看作祝福

• 把反對看作鍛煉

• 把失敗看作導師

• 把失戀看作成長



神夠用的恩典 23

正反順逆都得益處

Success is not final; 

failure is not fatal: 

it is the courage to continue that counts.

成功不是永遠的

失敗也不是致命的

勇敢的繼續努力才是關鍵



二. 勇敢的品德
1.勇敢不是沒有害怕，

勇敢是戰勝了害怕。

2.勇敢不是沒有軟弱，
勇敢是化軟弱為剛強。10

3.勇敢不是沒有膽怯，
勇敢是靠神戰勝膽怯。

4.勇敢不是沒有失敗，
勇敢是再一次站起來。

神夠用的恩典 24



神夠用的恩典 25

• 軟弱是 催逼我來依靠神的機會

• 軟弱是 同理心的基礎

• 軟弱是 體恤別人的催化劑

• 軟弱是 婚姻中互補的可能

• 軟弱是 搭配服事的前奏曲

三. 軟弱是一種機會



Fear is a reaction,

Courage is a decision.

害怕是一種反應，

勇敢是一種決心。

神夠用的恩典 26



Fear tricks us up into living 

a boring life

懼怕使我們落入無趣的人生

神夠用的恩典 27



神夠用的恩典 28

四. 藏身在基督裡

• 喜歡誇（承認）自己的軟弱 9

• 神的恩典夠用 9

• 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9

• 靠主軟弱變剛強 10



神夠用的恩典 29

五. 你是我力量

• 在軟弱時，你是我力量

• 在迷茫時，你是我亮光

• 在挑戰時，你是我幫助

• 在為難中，你是我救主

• 在一生中，你是我上帝



我的恩典夠你用的，

因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軟弱上

顯得完全

（林後12:9）

神夠用的恩典 30



RESPONSE  HYMN 

回應詩歌

“我唯需主”



CCLI #1854625 for CBCOC



DOXOLOGY

三一頌



三一頌 CCLI #1854625 for CBCOC



BENEDICTION

祝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