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訊

男执事/女执事甄选: 代祷 (7/21, Tue, 7pm)

姊妹會: “多肉植物講座” (7/23, Thur, 9am)

 VBS暑期圣经学校 (7/26-30, 7:30pm-9pm)

 普通话成人班: “新人融入”

读书会:个案研究报告 (8/3, Mon, 7:30pm)

浸礼 (8/9, Sun, 1pm): 六位

代祷: George, Alice, Susanna, 软弱肢体

 皇甫慕三, 江天笭; 谷弟兄

长老侯选人Q/A (Today, Sun, 1pm-3pm)

(8/2, Sun, 主餐后, 投票认可)



SCRIPTURE

讀經



Proverbs 箴言

4:10-19

(pp. 964-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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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MON

信息

7/19/15



“持守智慧 The Guarding of Wisdom” 
(II) : 弃邪归正

(箴言 4:1-27)

邓牧師



人生如旅途: 走的好? 走到底? (箴 4)
1) 好的伴侣: 智慧如同贤妻 (随时帮助)
•追求 (1-9): “得智慧, 得聪明” (5)
• v.4持守智慧, 便得存活.
•传家之宝, 代代相传: “罗以, 友尼基, . . .”

2) 好的道路: 智慧如同直路 (前途光明)
•选择(10-19):“走智慧的道,行正直的路” (11)
• v.13持守智慧,因为..你的生命
•改邪归正, 弃暗投明 (“Smart Move”!)

3) 好的身体: 智慧如同健身 (平安喜乐)
•反省(20-27): “保守你心,胜过…一切” (23)
• v.22 持守智慧,因为..就得了生命,..得了医治



旅途: 走的好? 走到底?选择道路 (箴 4:10-19)
好路(vv.10-13)/坏路(vv.14-17)/对比 (vv.18-19)
v.10我儿, 你要听受我的言语.就必延年益寿. 
•摩西 (出 20), 所罗门 (箴 4), 保罗 (弗 6)
•基督 (福音; 约 20): 长寿, 不夭折, 得永生
神用人:先知使徒(圣经),父母,传道,长执,老师..
11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引导你行正直的路.
12你行走,脚步必不致狭窄; 奔跑,也不致跌倒.
• “已”: 临别嘱咐(college: no drug,sex,drunk,..)
•智慧:正直路 (康庄大道:天安门..; 国父..)
•安全自由: 行走,奔跑! 随心所欲? -红绿灯?!
•非弯曲“狭窄”路(Bigbear): 不致“跌倒” (丧命)



人生如旅途: 选择道路 (箴 4:10-19)
12你行走,脚步必不致狭窄; 奔跑,也不致跌倒.
16这等人若不行恶,…;不使人跌倒, 睡卧不安.
19恶人的道好像幽暗,自己不知因什么跌倒.
•智慧好路 (vv.10-13): 12不致跌倒 (丧命)
•恶霸坏路 (vv.14-17): 16使人跌倒 (丧命)
•两路对比 (vv.18-19): 19 自己跌倒 (丧命)
13要持定训诲/不可放松/必当谨守,因为它是
你的生命! (两条路/两个门? -要命?不要命?!)
•你们若行这几样, 就永不失脚 (跌倒)
•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
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



•智慧好路 (vv.10-13): 12不致跌倒 (丧命)
•恶霸坏路 (vv.14-17): 16使人跌倒 (丧命)
14-17 “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 
15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 而去. 16这等人
若不行恶,不得睡觉;不使人跌倒,睡卧不安. 
17因为他们以奸恶吃饼,以强暴喝酒.”
傻儿犹豫:走那路? Spiritual ISIS: 必不罢休!

•15 四个命令: 誓不两立! 你死我活!
•要逃避淫行; 逃避少年的私欲; 远避偶像!
•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剜出来丢掉..若
是右手叫你跌倒, 就砍下来丢掉...下入地狱.
•You kill sin or sin kills you!



•智慧好路 (vv.10-13): 12不致跌倒 (丧命)
•恶霸坏路 (vv.14-17): 16使人跌倒 (丧命)

14-17 “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 
15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 16这等人
若不行恶,不得睡觉;不使人跌倒,睡卧不安. 

17因为他们以奸恶吃饼,以强暴喝酒.”
不打盹, 不睡觉的仇敌!

• (人): “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
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它, 因为知道你们
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
• (神):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18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
午.恶人的道好像幽暗,自己不知因什么跌倒.
两路对比 (vv.18-19):白天与黑夜; 光明与黑暗

智慧义人路: 越走越明
• “在册上的, 必得拯救.2..有多人复醒,..有得
永生的,有被憎恶的.3智慧人必发光,天上的光
;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
• “那时,义人在..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

愚昧恶人路: 越走越黑
• “人子要差遣使者, 把一切叫人跌倒的,作恶
的,..挑出来,丢在火炉里,那里要哀哭切齿了!”
• “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哀哭切齿了!”



两路对比 (vv.18-19):白天与黑夜; 光明与黑暗
光明路? 黑暗路?

“灰色路?”: 成圣路, Already, not yet!
• “再者, 你们晓得, 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
候, 因为我们得救, 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 
12黑夜已深, 白昼将近, 我们就当脱去暗昧 [
黑暗] 的行为, 带上光明的兵器. 13行事为人
要端正, 好像行在白昼. 不可荒宴醉酒, 不可
好色邪荡, 不可争竞嫉妒. 14总要披戴主耶稣
基督, 不要为肉体安排, 去放纵私欲.”



光明路! 黑暗路

(福音路): 

• “光来到世间, 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 不
爱光倒爱黑暗, 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 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
要得着生命的光…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
时候, 应当趁着有光行走, 免得黑暗临到你们.
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应
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

•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
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
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当悔改, 信福音!



福音路: 回家路 (路加 15)
• Jenn, 一支迷羊 (20岁, 大学生)
•失去高中时期的初爱
•大学生活陷阱: 花花世界的吸引
•尝试 “新事” (过后的懊悔)
•教会是 “伪君子”: 不再聚会 (妹妹心痛)
•肝癌! (五个月急诊治疗, 安息主怀)
• “把圣经带来”: 重拾初爱
•姊妹关系重建 (五个月好过二十年)
•父亲信主/彼此常说: “我爱你”
• “神赐给我一个新家庭”

“傻女儿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当欢喜快乐”



福音路: 回家路 (路加 15)
• Jenn, a lost sheep (20 years old, college)
• Lost her first love during high school years
•A pit in college: world is more attractive
•Experiencing “new things” (regrets later)
•No more “Church”: hypocrites!
• Liver cancer (5 months/hospital; rest in Jesus)
• “Bring me the Bible”: recover her first love
•Renew sisters’ relation (5 months>20 years)
• Father became a Christian/ “I love you”
• “Given a new family”

“傻女儿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当欢喜快乐”



RESPONSE  HYMN

回應詩



# 284 

“Lord, I’m Coming Home”

“主, 我要回家”



#284 Lord, I’m Coming Home 1/4

我已流蕩遠離天父, 現在要回家

走過悠長罪惡道路, 主我要回家

回家吧,  回家吧, 不要再流蕩

慈愛天父伸開雙手, 主我要回家



#284 Lord, I’m Coming Home 2/4

多年浪費寶貴歲月, 現在要回家

今天懊悔流淚悲切, 主我要回家

回家吧,  回家吧, 不要再流蕩

慈愛天父伸開雙手, 主我要回家



#284 Lord, I’m Coming Home 3/4

流蕩犯罪我已疲乏, 現在要回家

投靠你愛相信你話, 主我要回家

回家吧,  回家吧, 不要再流蕩

慈愛天父伸開雙手, 主我要回家



#284 Lord, I’m Coming Home 4/4

我魂衰殘我心悲傷, 現在要回家

加我力量賜我盼望, 主我要回家

回家吧,  回家吧, 不要再流蕩

慈愛天父伸開雙手, 主我要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