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12-14, 2015 (Fri - Sun)
全教會退修會

分堂信息 (华欣 & 高青林):
•Fri, 7:30pm 1.金牛酿祸:认识人的罪出 32
•Sat, 9am 2. 背影有情: 进入神的恩 出 33
•Sat, 10:30am A) 当信仰遇到现实 (高青林)
•Sat, 1pm B) 网上网下, 撒网补网 (高青林)
•Sat, 7:30pm 3.石版开口: 持守主的约出 34

•Sun, 8:45am 4. 人脸发光:操练己的信出 35

10am 联合崇拜



家訊

姊妹會暑期活動- "讚美操！讚美詩歌”

 6/4-8/24，每星期四上午九點到十點半

新任长老甄选: 代祷 (6/9)

浸礼: 曹姊妹 (6/21, Sun, 9:15am)

 2015毕业生 (6/28)

 “系統神學: 聖道論” (6/8, Mon, 7:30pm)
 Serena Lam: 手术顺利 (6/1, 6/3)

赵牧师追思礼拜 (6/6): 国语诗班

代祷: George, Gu, Alice, Susanna, 软弱肢体

主餐 (11:45am)



SCRIPTURE

讀經



Proverbs 箴言

3:1-10

(pp. 964-966)



1 我兒, 不要忘記我的法則, 你心要謹守我的
誡命, 2 因為他必將長久的日子, 生命的年數
與平安加給你. 3 不可使慈愛, 誠實離開你,
要繫在你頸項上, 刻在你心版上. 4 這樣, 你
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寵, 有聰明. 5 你要專
心仰賴耶和華, 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 6 在你
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
路. 7 不要自以為有智慧, 要敬畏耶和華, 遠
離惡事. 8 這便醫治你的肚臍, 滋潤你的百骨
. 9 你要以財物和一切初熟的土產尊榮耶和
華, 10這樣,你的倉房必充滿有餘, 你的酒榨
有新酒盈溢。





SERMON

信息

6/7/15



“追求快樂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箴言 3:1-35)

邓牧師



美国独立宣言:
“..Creator..unalienable Rights,..are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追求快樂….”

如何得到快乐?

• 追求梦想?: 美国梦! 中国梦! 印度梦!

• 钱买不到快乐; 有钱人想自杀?!

• “人就是赚得全世界,…有什么益处呢?”

• “灵魂哪, 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只管安安逸
逸地吃喝快乐吧!”…无知的人哪 You fool!

诗 16 “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在你面前有
满足的喜乐, 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 追求神 得到真的, 永久的快乐!



如何得到快乐? --追求神! (诗 16)

父母的家教: 快乐生活 (箴言 3:1-35)

• v. 2 长久的日子, . . .平安加给你.

• v. 4 蒙恩宠, 有聪明

• v. 6 指引你的路

• v. 8 医治你的肚脐, 滋润你的百骨

• v. 10 仓房有余, 酒榨有新酒盈溢

• v. 13 “有福 Blessed” (Happy)

• v. 16 有长寿, 有富贵

• vv. 17-18 安乐, 平安, 生命树, …有福 (Happy)

智慧生活 (本) 快乐生活 (末)

追求智慧 真的, 永久的快乐!



三段家教: 追求智慧; 生活快乐 (箴言 3:1-35)

爱中: 我儿 (vv. 1, 11, 21)

• v. 12 因为耶和华所爱的, 他必责备, 正如父
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 (CBCOC).
主里 (弗 6): “耶和华” (每段三次)          父母心意

• 1) 愛神: 与神的关系 (vv. 1-10)

• 五个教导: “靠己或靠神?”

• 2) 愛智慧: 与智慧的关系 (vv. 11-20)

• 五个赞美 (vv. 14-18): “粪土或智慧?”

• 3) 愛人 : 与邻舍的关系 (vv. 21-35)

• 五个禁止 (vv. 27-31): “自私或舍己?”

愛神愛人 (律法先知书) 愛智慧 (智慧书)



三段家教: 追求智慧; 生活快乐 (箴言 3:1-35)

• 1) 愛神: 与神的关系 (vv. 1-10)

• 五个教导: “靠己或靠神?”

• 主题: 不要自认聪明, 失去快乐人生!
• 2) 愛智慧: 与智慧的关系 (vv. 11-20)

• 五个赞美 (vv. 14-18): “粪土或智慧?”

• 主题: 不要轻看管教, 失去智慧至宝!
• 3) 愛人 : 与邻舍的关系 (vv. 21-35)

• 五个禁止 (vv. 27-31): “自私或舍己?”

• 主题: 不要不识好歹, 以至害人害己!
J.O.Y. -- Jesus, Others, Yourself



三段家教: 追求智慧 (箴言 3:1-35)

箴言 2 教导的延伸

2:5 …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 得以认识神

• 1) 愛神: 与神的关系 (vv. 1-10)

• 主题: 不要自认聪明, 失去快乐人生!

2:4 …寻找她如寻找银子, ..如搜求隐藏的珍宝

• 2) 愛智慧: 与智慧的关系 (vv. 11-20)

• 主题: 不要轻看管教, 失去智慧至宝!

2:9 ..你也必明白仁义, 公平, 正直,一切的善道

• 3) 愛人 : 与邻舍的关系 (vv. 21-35)

• 主题: 不要不识好歹, 以至害人害己!



愛神: 五个教导: “靠己或靠神?” (箴 3:1-10)

v.1 “我儿, 不要忘记我的法则, 你心要谨守我
的诫命” 愛神: 顺服神

•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 “ ‘主啊, 主啊’, 却不遵我的话行呢?”

话语 行为 人格

v. 3 “不可使慈爱, 诚实离开你, 要系在你颈项
上, 刻在你心版上” 愛神: 效法神

• 出 34 “耶和华, 耶和华, 是有怜悯有恩典的
神, 不轻易发怒, 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 “你们该效法神, 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

神格 人格: 慈爱: 饶恕 诚实: 守约



v.1 “我儿, 不要忘记我的法则, 你心要谨守我
的诫命” 愛神: 顺服神

v. 3 “不可使慈爱, 诚实离开你, 要系在你颈项
上, 刻在你心版上” 愛神: 效法神

5,6a..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
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他” 愛神: 信靠神

In God We Trust?:天助自助 (美), 只靠自己 (中)

靠己 (我比神聪明/我就是神): 不能靠神!

心: Offensive Parenting/Discipleship
4:23你要保守你心, 胜过保守一切,..一生的果效

23:26 我儿, 要将你的心归我, …喜悦我的道路

• “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 使它都顺服基督”



愛神: v. 1 顺服神; v. 3 效法神; v.5 信靠神

5 ..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

7不要自以为有智慧, 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

• 倚靠自己的聪明 = 自以为有智慧 (own eyes)

• 自高自大, 自吹自擂, 脸上贴金,自命不凡, 自
以为是: 目中无人(神); 眼中不怕神

(幻想 own eyes): Smartest 最聪明!

(真实 God’s eyes): You fool 大傻瓜!

愛神: 敬畏神

• 远离恶事: Flirting, 享受暂时罪中之乐?

• “没有人像他完全, 正直, 敬畏神, 远离恶事”

• 诗 111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愛神: 1,3,5,7 顺服神;效法神;信靠神;敬畏神

v.9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初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

愛神 (崇拜活动: 奉献): 尊荣神 (honor)

出23:19地里..初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

• Reality: 奉献(财物,初熟的土产): 从神而来

• Fantasy: 靠己打拼,白手起家 --奉献? 谢饭?

• 傻瓜: 该隐 (创 4); 傻瓜: 以利儿子 (撒上 2)

• 傻瓜: 以色列 (玛 3); 傻瓜: 年青财主 (太 19)

• 聪明: 穷寡妇 (可 12)/CBCOC? --傻瓜? 聪明?

“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哪里”

“你们或吃或喝, 无论做什么,..为荣耀神而行.”



愛神:顺服, 效法, 信靠, 敬畏, 尊荣神 1,3,5,7,9 
Motivational Clause 鼓励子句:

v. 2 ..长久的日子,..与平安加给你. (长寿/美满)
v. 4 … 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 有聪明. (成名)
v. 6 …他必指引你的路. (顺利)
v. 8 … 医治你的肚脐, 滋润你的百骨. (健康)
v.10 …仓房充满有余;...酒榨新酒盈溢. (发财)
Health & Wealth gospel 成功神学?: 误用箴言!
• (体裁): 生活常规 (有例外): e.g. 抽烟
• 鼓励子句:“我儿, 追求智慧, 否则得不偿失!”
• 至少避免-自掘坟墓, 自食其果, 自作自受!
• 非上帝应许 (不更改): 律法先知书: 立约



(旧约) 智慧生活: 全心愛神 (3:1-10)

鼓励子句: 不要自认聪明, 失去快乐人生!

(新约) 比所罗门王更大/智慧: 十架道路

鼓励子句? --耶稣应许 (不更改): 

可 12:28-30 ..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
耶稣说: “… 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
, 姐妹, 父母, 儿女, 田地, 没有不在今世得百
倍的: 就是房屋, 弟兄, 姐妹, 母亲, 儿女, 田
地, 并且要受逼迫; 在来世必得永生.”

作门徒: 教会大家庭; 作宣教: 四海为家

Elliot: “He is no fool who gives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that which he cannot lo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