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訊

姊妹會: “多肉植物講座” (7/23, Thur, 9am)

长老侯选人 Q/A (7/19, Sun, 1pm-3pm)

男执事 &女执事甄选: 代祷

 三年任期

 VBS暑期圣经学校 (7/26-30, 7:30pm-9pm)

 普通话成人班: “新人融入”

代祷: George, Alice, Susanna, 软弱肢体

 皇甫慕三, 江天笭; 谷弟兄

周传道 (Raymond) 按牧 (11:40am)



SCRIPTURE

讀經



Proverbs 箴言

4:1-27

(pp. 966-967)



1 眾子啊，要聽父親的教訓，留心得知聰明
。2 因我所給你們的是好教訓，不可離棄我
的法則。3 我在父親面前為孝子，在母親眼
中為獨一的嬌兒。4 父親教訓我說：「你心
要存記我的言語，遵守我的命令，便得存
活。 5 要得智慧，要得聰明，不可忘記，
也不可偏離我口中的言語。 6 不可離棄智
慧，智慧就護衛你；要愛她，她就保守你
。 7 智慧為首，所以要得智慧，在你一切
所得之內必得聰明。 8 高舉智慧，她就使
你高升；懷抱智慧，她就使你尊榮。 9 她
必將華冠加在你頭上，把榮冕交給你。」



10 我兒，你要聽受我的言語，就必延年益
壽。 11 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引導你行
正直的路。 12 你行走，腳步必不致狹窄；
你奔跑，也不致跌倒。 13 要持定訓誨，不
可放鬆；必當謹守，因為它是你的生命。
14 不可行惡人的路，不要走壞人的道。 15
要躲避，不可經過，要轉身而去。 16 這等
人若不行惡，不得睡覺；不使人跌倒，睡
臥不安。 17 因為他們以奸惡吃餅，以強暴
喝酒。 18 但義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
越明，直到日午。 19 惡人的道好像幽暗，
自己不知因什麼跌倒。



20 我兒，要留心聽我的言辭，側耳聽我的
話語，21 都不可離你的眼目，要存記在你
心中。22 因為得著它的就得了生命, 又得了
醫全體的良藥。23 你要保守你心, 勝過保守
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24 你
要除掉邪僻的口，棄絕乖謬的嘴。25 你的
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當向前直觀。
26 要修平你腳下的路，堅定你一切的道，
27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腳離開邪惡。





SERMON

信息

7/12/15



“持守智慧 The Guarding of Wisdom” 

(“Guardians” of the Galaxy)

(箴言 4:1-27)

邓牧師



“好的开始;成功一半”

• 语言学习; 初信造就 (一对一, 受浸会员班)

• “只是一半!”: 更要紧 --好的结束!

• 婚礼 婚姻生活 (可惜: Charles/Diana)

• 浸礼 教会生活 (榜样:耿牧师/赵牧师)

基督徒/智慧生活: A Journey --有始, 有终!

• 开工完工: 非“虎头蛇尾, 雷声大,..半途而废”

得到智慧 持守智慧 (箴言 4)

• Seek 追求 (vv. 1-9): 起初的爱 (所爱)

• Decide 选择 (vv. 10-19): 弃邪归正 (所选)

• Reflect 反省 (vv. 20-27): 柔软的心 (所想)



持守智慧 (箴言 4)
Seek 追求 (vv. 1-9): 起初的爱

v.1众子啊, 要听父亲的教训, 留心得知聪明.
v.4你心要存记我的言语, 遵(持)守我的命令, ..

Decide 选择 (vv. 10-19): 弃邪归正
v.10我儿,你要听受我的言语, 就必延年益寿.
v.13要持定训诲, 不可放松; 必当谨守, ….

Reflect 反省 (vv. 20-27): 柔软的心
v.20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
v.21都不可离你的眼目, 要存记在你心中.

vv. 4, 13, 21 持守智慧的重要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 圣徒坚忍论)



vv. 4, 13, 21 持守智慧的重要 (箴言 4)

1) 追求 (1-9): v.4持守智慧, 便得存活.

2) 选择 (10-19): v.13持守智慧,因为..你的生命

3) 反省 (20-27): 21-22 持守智慧?  v. 22 因为…
就得了生命,..得了医全体的良药.

• 持守智慧 = 持守生命; 得到医治

• 失去智慧 = 失去生命, 染上疾病, 走向死亡

如何持守?: 应用智慧 –

• 马太 7 “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 好比一个
聪明人, . . . 不去行的, 好比一个无知的人”

不用就失去 Use it or Lose it!



持守智慧 = 应用智慧 (箴言 4)

生活中: 不用就失去 Use it or Lose it!

1) 追求(1-9): 代代相传 Leave a good legacy

2) 选择(10-19): 行走义路Walk a right way

3) 反省(20-27): 保守己身 Live a healthy life

父亲教训 (1-2): “众子啊, 要听父亲的教训,…不
可离弃我的法则.” (智慧/教训何处来?)

祖父教训 (3-4):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幼儿), 在
母亲眼中为独一的娇儿. ..教训我说: ‘你心要
存记我的言语, 遵守我的命令, 便得存活.”

大卫 所罗门 众子

智慧/教训的内容 (vv. 5-9): 代代相传



追求(1-9): 代代相传 Leave a good legacy

大卫 所罗门 众子

智慧/教训的内容 (vv. 5-9): 代代相传

摩西:申 6 以色列啊, 你要听!..我今日所吩咐
你..都要记在心上, 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

旧约 (律法,先知,智慧书): 代代相传

耶稣: 马太28 凡我所吩咐…都教训他们遵守.

保罗: 林前15 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
第一 ..基督照圣经所说为..罪..死了,..埋葬了
，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

新约 (福音,使徒书信): 代代相传

CBCOC (40 年一代,交棒): 救恩智慧, 代代相传



追求(1-9): 代代相传 Leave a good legacy

CBCOC (40 年, 一代交棒): 救恩智慧, 代代相传

• 基督徒 “家教”

• 成功后代 (Tiger Mom) 敬虔后代

• 教会 “家教”: 同工造就

• 保罗 提摩太

• 提后 2:2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
训的, 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

• CBCOC (同工层老化): 提摩太, 你在那里?

“富不过三代”: 传家之宝 (救恩智慧)失传

• Nominalism 挂名基督徒/教会 (敬虔外貌)



Nominalism 挂名基督徒/教会 (敬虔外貌)

重拾传家之宝 (救恩智慧)? –宗教改革

智慧/教训的内容 (vv. 5-9):追求贤妻 (Passion)

v.5要得智慧, 要得聪明 (坠入爱河)

v.6不可离弃智慧,…要爱她 (形影不离)

v.7智慧为首,..(花费)你一切所得!    (爱情价高)

v.8高举智慧, . . . 怀抱智慧, (夸口爱妻)

Nerd/Geek kid? – M. clause (箴 31 才德妇人)

v.6 智慧就护卫你; ..保守你

v.8 她就使你高升;..使你尊荣

v.9华冠/荣冕加你头上(雅3:11)

基督福音
罗8得荣耀
来2进入荣耀



追求/所爱/Passion (1-9):智慧/基督坠入爱河!
代代相传一个榜样 Leave a good legacy:

• 戴雅各 (1776 約翰衛斯理)

• 戴約翰 (帶職傳道)

• 戴雅各 (藥劑師)

• 戴德生牧师 (1865 中國内地會)

• 戴存仁 (弃医,煙台宣教士子女學校,集中营)

• 戴永冕 (上海,开封,西北圣经学校,耶路撒冷)

• 戴紹曾 (1970華神創校院長)

• 戴繼宗 (海外基督使團)

• 戴承約 “至於我和我家, ..必定事奉耶和華”



CBCOC (40 年, 一代交棒):

代代相传 Leave a good legacy:

“妹妹, 假設我有千磅英金,中國可以全數支取; 
假使我有千條性命, 決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 

不, 不是中國, 是基督”

追求/所爱/Passion (1-9):智慧/基督坠入爱河!



RESPONSE  HYMN

回應詩



#332 

“I Am Thine, O Lord” 

“主啊!我屬你”



#332 I Am thine, O Lord 1/4

主啊我屬你, 你也深知我; 你曾說過你愛我;

今求主賜恩, 加增我信心; 我願以信與主親.

願主吸我, 日近十架前; 以信心靠主身邊.

願主吸我, 引我, 靠近主身邊; 

容我洗於寶血泉.



#332 I Am thine, O Lord 2/4

今歸主為聖, 終身歸主用; 求賜能力作聖工;

以信心仰望, 以口舌宣講; 心口一致常讚揚.

願主吸我, 日近十架前; 以信心靠主身邊.

願主吸我, 引我, 靠近主身邊; 

容我洗於寶血泉.



#332 I Am thine, O Lord 3/4

跪禱於神前, 與主面對面; 如同朋友之暢談;

心裡有平安, 得祝福無限; 喜樂陶陶如湧泉.

願主吸我, 日近十架前; 以信心靠主身邊.

願主吸我, 引我, 靠近主身邊; 

容我洗於寶血泉.



#332 I Am thine, O Lord 4/4

何等深厚愛, 何等廣慈懷; 皆藉主恩顯出來;

何等快樂哉, 有聖靈同在; 儆醒預備等主來.

願主吸我, 日近十架前; 以信心靠主身邊.

願主吸我, 引我, 靠近主身邊; 

容我洗於寶血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