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訊 (父亲节)

姊妹會暑期 活動: "讚美操” (Thur, 9am)

退修会 & “系統神學: 神論” (Sep-Oct)

长老甄选: 代祷

 2015 毕业生 (6/28)

野餐 (7/4, Sat)

 VBS暑期圣经学校同工会 (7/5, 2pm)
 Child Safety (6/28, 7/12, 8/16, 12:30pm)

代祷: George,, Alice, Susanna, 软弱肢体
 皇甫慕三, 江天笭 (车祸)

 谷弟兄 (出院)



SCRIPTURE

讀經



Proverbs 箴言

3:21-35

(pp. 964-966)



21 我兒, 要謹守真智慧和謀略, 不可使他離
開你的眼目. 22 這樣, 他必做你的生命, 頸項
的美飾. 23 你就坦然行路, 不致碰腳. 24 你
躺下，必不懼怕；你躺臥，睡得香甜. 25 忽
然來的驚恐，不要害怕；惡人遭毀滅, 也不
要恐懼。 26 因為耶和華是你所倚靠的，他
必保守你的腳不陷入網羅。

27 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 不可推辭, 就當向
那應得的人施行. 28 你那裡若有現成的, 不
可對鄰舍說:“去吧, 明天再來, 我必給你.” 29
你的鄰舍既在你附近安居, 你不可設計害他.
30 人未曾加害於你, 不可無故與他相爭.



31 不可嫉妒強暴的人, 也不可選擇他所行
的路. 32 因為乖僻人為耶和華所憎惡, 正
直人為他所親密。

33 耶和華咒詛惡人的家庭，賜福於義人
的居所. 34 他譏誚那好譏誚的人, 賜恩給
謙卑的人. 35 智慧人必承受尊榮，愚昧人
高升也成為羞辱。





SERMON

信息

6/21/15



“追求快樂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II) : 愛人

(箴言 3:1-35)

邓牧師



美国独立宣言: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 开国元老: “追求-快樂, 不可剥夺”

• 电影 (2014): The Happi..of Pursuit 快樂-追求

• 追求什么? -- 得到真的, 永久的快乐!

• 父亲节: “你们做父亲的, 不要惹儿女的气, 
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弗 6).

Tiger Mom& Dad: 好成绩,好学校,好工作,好…

• 五子登科; 就有快乐 ???

圣经父母的家教: 快乐生活 (箴言 3:1-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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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愛神: 与神的关系 (vv. 1-10)

• 五个教导 (vv. 1,3,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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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人-- 五个禁止: “自私或舍己??” (箴 3:21-35)

vv.21-22 “我儿, 要谨守真智慧 和谋略, 不可使
他离开你的眼目. 22 这样, 他必做你的生命, 
颈项的美饰. 

vv. 21-22 “我儿, 要谨守 …眼目 …生命…颈项”

• 智慧内化: 管制内心, 行为, 生活

“真智慧 sound judgment &谋略 discernment”

分辨选择 : 

• 选择上好 (腓 1): “…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
上多而又多, 使你们能分别是非, …”

• 分辨好歹 (来 5): “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
粮, 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 就能分辨好歹..”



vv.21-22 智慧内化: 分辨选择

vv. 23-26 智慧功能: 保护, 防怕

“你就坦然行路, 不致碰脚. 24你躺下, 必不惧
怕; 你躺卧, 睡得香甜. 25忽然来的惊恐, 不
要害怕; 恶人遭毁灭, 也不要恐惧. 26因为耶
和华是你所倚靠的, 他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
网罗.”

• 危险人生: “行路,不致碰脚..躺卧, 睡得香甜”

•…风云,…祸福: “不打盹,也不睡觉” (诗 121)

• 惧怕人生: “忽然来..惊恐,” 怕灾,怕病, 怕死
,..

•Susanna, George, Gu (平安, 不惧怕)

• v. 26因为耶和华是你所倚靠的… (透过智慧)



愛人-- 五个禁止: “自私或舍己??” (箴 3:21-35)

• vv.21-22 智慧内化: 分辨选择

• vv.23-26 智慧功能: 保护防怕

v.26 耶和华..他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网罗 (?).

网罗(陷阱): 自私自利

• “自私问题? 我没有!” – 举手! -- 问问爱人.

•爱神最大拦阻?– “靠己”

•爱人最大拦阻? – “利己”

•愛神: 五个教导 (vv. 1-10)

•愛人: 五个禁止 (vv.27-31)



愛人-- 五个禁止: “自私或舍己??” (箴 3:21-35)

vv.27-28 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 不可推辞, 就
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 28 你那里若有现成的
, 不可对邻舍说: “去吧, 明天再来,我必给你.”

自私自利网罗: 不行善

• “应得的人”: 扣工资 (申24 困苦穷乏的雇工, 
..你不可欺负他. 要当日给他工价, 不可等到
日落, 因为他穷苦, ..告耶和华, 罪便归你了.)

• “明天再来”: 官架子, 打太极拳
• “洗碗…等会, NBA ..”/“整理院子,..等会..讲章”

• “练琴..等会, wechat..”/ “上床,…等会…太累..”

• “教堂整修?...等会, …祷告, ..讨论” …



29-30 你的邻舍既在你附近安居, 你不可设计
害他. 30人未曾加害于你, 不可无故与他相争.

自私自利网罗: 不行善, 反陷害,

•“设计害他” & “无故与他相争: 诬告,栽赃”
• ISIS 刽子手; 南卡教堂大屠杀

• 斗争运动, 文革红卫兵: 扣帽子, 无须有罪名

31不可嫉妒强暴的人,也不可选择他所行的路
诗 73 小人得志, 人善被欺, 基督徒 …更惨!

自私自利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为何不可???

因为: 32 耶和华憎恶! 33 耶和华咒诅 !

34 耶和华讥诮! 35 耶和华羞辱!

自私自利 (害人害己): 愚昧道路 doesn’t pay!

成一伙



三段家教: 追求智慧; 生活快乐 (箴 3:1-35)

1) 愛神 (五个教导):“靠己或靠神?” (vv. 1-10)

路14 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自己的性命…

3) 愛人 (五个禁止): “自私或舍己?” (vv.21-35)

路 9 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天天背起…十字架

全心愛神/爱人如己 (智慧生活): 十架道路

见证人: Elliot 夫妇 (舍己)

Jim (1956): “舍去今生, 赚得永世, 一点不傻!”

Elizabeth (2015): 

• 爱 “凶手-宣教士” (南卡 9 殉道的家属)

• 失去丈夫,译搞,记忆 (十分平安)



三段家教: 追求智慧; 生活快乐 (箴 3:1-35)

全心愛神/爱人如己 (智慧生活): 十架道路

Elizabeth E: 爱凶手; 失丈夫,译搞,记忆 (平安)

广播节目: Gateway to Joy 喜乐入门

• “You are loved with an everlasting love,”

• “and underneath are the everlasting arms.”

• “This is your friend, Elisabeth Elliot . . .”





RESPONSE  HYMN

回應詩



#336 

"O Master, Let Me Walk with Thee"

“求主容我與你同行”



#336 O Master, Let Me Walk with Thee 1/4

求主容我與你同行, 甘願自卑服事他人

求主示我服事祕訣, 教我忍耐克服艱辛

O Master, let me walk with Thee

In lowly paths of service free;

Tell me thy secret help me bear 

The strain of toil, the fret of care.



#336 O Master, Let Me Walk with Thee 2/4

我心剛硬求主軟化, 常以愛言感化我心

不容我腳偏行己路, 歸向救主行走天程

Help me the slow of heart to move

By some clear, winning word of love;

Teach me the wayward feet to stay,

And guide them in the homeward way.



#336 O Master, Let Me Walk with Thee 3/4

求主教我學你忍耐, 與主相親與主同在

工作之時加我信心, 使我剛強將敵戰敗

Teach me Thy patience: still with Thee

In closer, dearer company,

In work that keeps faith sweet and strong,

In trust that triumphs over wrong.



#336 O Master, Let Me Walk with Thee 4/4

求主助我盼望常存, 展望前途遠大光明

無上平安惟主能賜, 主啊 容我與你同行

In hope that sends a shining ray

Far down the future's broadening way,

In peace that only Thou canst give,

With Thee, O Master, let me live





BAPTISM 浸禮

见证: 曹姊妹



#484

“O Happy Day”

“快樂曰”



我今脱离, 邪恶世俗; 灵里平静, 心中安息

将来天家, 与主同住 ; 我与恩主, 永不分离

快乐日; 快乐日; 救主洗净, 我的罪孽!

心里清洁; 极大欢喜 !

这日永远; 不能忘记!

快乐日; 快乐日; 救主洗净, 我的罪孽!

#484 O Happy Day 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