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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 TO WORSHIP

宣召



诗篇 51

1神啊, 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 按你丰盛的
慈悲涂抹我的过犯! 2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
净尽, 并洁除我的罪! 3因为我知道我的过
犯, 我的罪常在我面前. 4我向你犯罪, 唯独
得罪了你, 在你眼前行了这恶, 以致你责备
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
9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 涂抹我一切的罪孽.
10神啊, 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使我里面重
新有正直的灵. 11不要丢弃我, 使我离开你
的面, 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12求你使我
仍得救恩之乐, 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



OPENING PRAYER

禱告



GREETING 問安
請關手機



SINGSPIRATION

詩歌頌讚





信息 (陳濟民牧師):

有活力的敬拜 約 2: 13 - 22 

使人活的救主 約 5: 1 – 17

有活力的信心 約14: 1 - 14

有活力的禱告 約17: 1 – 26

至於死的委身 約12: 24 - 26

6/17-19夏令會

主题: “有活力的教會”



家訊

夏令会 (6/17-19): 报名参加; 代祷

 Hope over Bondage (6/25, Sat, 7pm)

毕业生(6/26, Sun): Jessie

 Daniel & Deborah: 住處與宣教學院

 Hannah: 探望事工

代祷: Olivia, Jennifer, Ada, Nelson ,刘弟兄
, Serena, Daniel侄女,贾伯母 . . . 软弱肢体

主餐 (11:45am)
差传主日 (6/12, Sun): 中国聋哑人事工





SCRIPTURE

讀經



撒母耳記上 2:11-36



11 以利加拿往拉玛回家去了, 那孩子在祭司
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 12 以利的两个儿子是
恶人,不认识耶和华。 13这二祭司待百姓是
这样的规矩: 凡有人献祭，正煮肉的时候，
祭司的仆人就来，手拿三齿的叉子， 14 将
叉子往罐里，或鼎里，或釜里，或锅里一插
，插上来的肉，祭司都取了去。凡上到示罗
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这样看待。15 又在
未烧脂油以前，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
说: “将肉给祭司，叫他烤吧。他不要煮过的
，要生的。”



16献祭的人若说: “必须先烧脂油，然后你可
以随意取肉”, 仆人就说: “你立时给我，不然
我便抢去.” 17如此, 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
华面前甚重了,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

18那时, 撒母耳还是孩子,穿着细麻布的以弗
得,侍立在耶和华面前. 19他母亲每年为他做
一件小外袍, 同着丈夫上来献年祭的时候带
来给他. 20以利为以利加拿和他的妻祝福,说:
“愿耶和华由这妇人再赐你后裔. 代替你从耶
和华求来的孩子!”他们就回本乡去了. 21耶
和华眷顾哈拿,她就怀孕生了三个儿子, 两个
女儿.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



22以利年甚老迈，听见他两个儿子待以色列
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与会幕门前伺候的妇
人苟合， 23 他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何行
这样的事呢？我从这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
。 24 我儿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
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
！ 25 人若得罪人，有士师审判他；人若得
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然而他们还
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
。 26 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
发喜爱他。



27有神人来见以利，对他说: “耶和华如此说
: ‘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我不
是向他们显现吗? 28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我
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使他烧香，在我坛
上献祭，在我面前穿以弗得，又将以色列人
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父家吗? 29我所吩咐献
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
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
祭物肥己呢?’ 30 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说: ‘我曾说, 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
现在我却说,决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
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



31日子必到,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
臂,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 32 在神使以色
列人享福的时候,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在
你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 33 我必不从
我坛前灭尽你家中的人,那未灭的必使你眼目
干瘪,心中忧伤.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
年. 34 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所遭遇的
事可做你的证据,他们二人必一日同死. 35 我
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
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
我的受膏者面前.



36 你家所剩下的人都必来叩拜他,求块银子,
求个饼,说: ‘求你赐我祭司的职分, 好叫我得
点饼吃.’”





SERMON

信息

6/5/16



“大扫除 Clean House”

(撒母耳記上 2:11-36)

邓牧師



CBCOC: “Work Day工作日; 大扫除”

教堂打扫 教会大扫除 (更重要)!

• “世界What’s wrong?”: I am (G. K. Chesterton)

• “教会最大 Challenge?”: Sin (D. A. Carson)

撒上 2:11-36 示罗 “教会大扫除” & 结构:

2:11 那孩子…侍奉耶和华

12-17  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

18-21 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

22-25他们不听父亲, 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

26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越发喜爱

27-36他们二人必一日同死,…忠心的祭司

3:1童子撒母耳…侍奉耶和华



撒上 2:11 那孩子…侍奉耶和华
12-17  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

18-21 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
22-25他们不听父亲, 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

26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 …越发喜爱
27-36他们二人必一日同死,…忠心的祭司

撒上 3:1童子撒母耳…侍奉耶和华

撒母耳兴起 (长大,侍奉)

后现代: 忠心余数; 敬畏后代

路得,拿俄米,波阿斯&以利加拿,哈拿,撒母耳

示罗祭司挪去 (去旧布新)

审判至拯救(STJ) & 哈拿之歌 (6死,活; 7卑,尊)



示罗祭司挪去 (去旧布新): 显明罪 (儿子,父亲)

11-26 儿子之罪 (以利二子)

侍奉:“17藐视耶和华的祭物;29践踏我的祭物”

来10践踏神儿子,..约血..平常,亵慢施恩圣灵

道德: 22“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苟合”

来13 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

17 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  = ..渐渐 “长大”

25a …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

直接性:神祭物,神居所 (无中保,代求:无赦罪)

林前3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若有人毁坏神
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

25b不听父..因为..杀他们(不能悔改;亵渎圣灵)



示罗祭司挪去 (去旧布新): 显明罪

11-26儿子之罪 (1.侍奉; 2.道德)

27-36父亲之罪 (神人/先知责备)

27-28 祭司恩召; 29罪大恶极; 30-36 严厉刑罚

29 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 (1.怕人)

教会纪律? -怕得罪人! & 十诫第一诫!

路加14 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不能做我门徒

29将我民..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 (2.肥己)

腓3十架仇敌: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 以
自己的羞辱为荣耀, 专以地上的事为念!

致富“福音”: 6 mill Jet! (今日以利; 示罗祭司)



示罗祭司挪去 (去旧布新): 审判罪
儿子之罪 (侍奉; 道德); 父亲之罪 (怕人;肥己)
“尊重我, 我必重看他; 藐视我, 他必被轻视”

30-36 刑罚: 1.失去职位 30; 2.家室败落 31-33; 
3.穷困乞食 36; 4.一日同死 34

哈拿:“素来饱足,反做用人求食;..多有儿女,反
倒衰微.他使人贫穷,..富足;使人卑微,..高贵”

轻慢不得; 恩召相称
示罗教会,工人败坏? 

2:11恶人,不认识耶和华: 罪的迷惑;人心钢硬
3:1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 (箴29:18 
没有异象,民就放肆;唯遵守律法, 便为有福.)



忠心祭司兴起 (去旧布新): 祝福义 (18-21, 35)

30“尊重我, 我必重看他; 藐视我, 他必被轻视”

以利加拿家 (18-21) 以利家 (22-25)

20-21..这妇人再赐你后裔,代替你..的孩子!..
耶和华眷顾哈拿,..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

500% return (1 to 5)! & 马可福音 10 (百倍)

“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
就是房屋,..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

Eric Liddell (“Chariots of Fire”1981): 400 m

“'He that honors me, I will honor.' Good luck.“

“怀孕妇女: 出集中营”



35 “我要为自己立一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心
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

在我受膏者面前.”

去旧布新: 谁是 “忠心祭司”? 谁是他的 “家”?

撒母耳 (撒上: 祭司, 先知, 士师)

膏立: 扫罗 (10); 大卫 (16)

照神心意; 忠心侍奉: 生 (12); 死 (28)

撒督与撒督之家 (撒母耳记; 列王记)

以利之家: 1.被杀 (撒上 22); 2. 被废

王上2:26-27归自己田地去!..所罗门革除亚比
亚他,不许..做.祭司.应验耶和华在示罗论以利
家所说的话…35又使祭司撒督代替亚比亚他.



撒督/撒督家:照神心意;忠心侍奉?永远侍立?

王国时代, 祭司之家 (先知书) 以利之家!

赛28 祭司和先知因..被酒所困,..错解默示,谬
行审判…耶2 祭司都不说, ‘耶和华在哪里呢?’ 
传讲律法的都不认识我!摩8 我必命饥荒..往
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 却寻不着!

被掳归回, 祭司之家 (玛 1-2) 以利之家!

藐视我名的祭司啊,你们将污秽食物献在我的
坛上.又说这些事何等烦琐,并嗤之以鼻..祭
司嘴里当存知识,..由他口中寻求律法,你们
却偏离正道,使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废弃我
与利未所立的约.不守我道,律法上瞻徇情面!



谁是 “忠心的祭司”? 谁是他的 “家”?

更换祭司 (诗110:4)“耶和华起了誓,决不后悔, 
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

路2耶稣智慧,身量,并神,人喜爱他..一齐增长.

来2-3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
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为那设立他的尽忠,如
同摩西..

来10 基督到世上来,说: “神啊,..你曾给我预备
身体,..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

来9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
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 除去
你们的死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



谁是“忠心,永远祭司”? --基督!

谁是他的 “家”?

来9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
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 除去
你们的死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

启1; 5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
了人来,..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

彼前2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
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
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来3我们若...盼望,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

35“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 CBCOC



CBCOC:35基督坚固,永远的家; 一群君尊祭司,

教会大扫除: 

彼前 4“因为时候到了, 审判要从神的家起首”

个人: 忠心的祭司?

撒母耳? 以利二子?

侍奉? 道德?

整体: 忠心的祭司之家?

基督之家? 示罗之家?

教会纪律? (怕人, 肥己)?

一位君尊祭司? 加入基督之家?: 悔改, 信福音

罗2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
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



RESPONSE  HYMN

回應詩



#309 

“Cleanse Me” 

“潔淨我”



#309 Cleanse Me 1/4

懇求救主, 來鑒查我心思

求主今試驗, 知道我私意

若在我心, 隱藏罪惡念頭

洗去諸般不義, 使我得自由
Search me, O God, and know my heart today;

Try me, O Savior, know my thoughts, I pray.

See if there be some wicked way in me; 

Cleanse me from every sin, and set me free.



#309 Cleanse Me 2/4

讚美救主, 因將我罪洗清

願主的真道, 使我心潔淨

求主以火, 焚盡以往羞情

我今所求所望, 榮耀主名
I praise Thee, Lord, for cleansing me from sin;

Fulfill Thy Word and make me pure within.

Fill me with fire, where once I burned with shame; 

Grant my desire to magnify Thy name.



#309 Cleanse Me 3/4

懇求我主, 使我完全歸你

貧窮的心地, 充滿你愛意

管理我心, 不再自私驕傲

今願完全聽命, 求主引導
Lord, take my life, and make it wholly Thine;

fill my poor heart with  Thy great love divine.

Take all my will, my passion, self and pride;

I now surrender,  Lord in me abide.



#309 Cleanse Me 4/4

懇求聖靈, 賜下廣大復興

先復興我心, 燃起火熱情

倚靠聖言, 主供給我需要

求主今賜福氣, 是我祈禱
O Holly Ghost, revival comes from Thee;

Send a revival, start the work in me.

Thy Word declares Thou wilt supply our need;

for blessing now, O Lord, I humbly plea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