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訊
 幼兒主日學班 (一個月幫忙一次)
 暑期圣经学校: 谢谢同工
 读书会: 系统神学 (神论), 九月
 个案研究报告 (8/3, Mon, 7:30pm)
 常青团契 (8/7, Fri, 9:30am)
 浸礼 (8/9, Sun, 1pm): 六位
 执事甄选: 代祷
 长老侯选人 (Today, 主餐后, 投票认可)
 代祷: 谷弟兄, George,  Susanna, 软弱肢体
 午餐服侍 (Acts & 2 Cor)

主餐 (11:45am)



SCRIPTURE

讀經



Proverbs 箴言

4:20-27

(p. 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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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15



“持守智慧 The Guarding of Wisdom” 
(III) : 柔软的心

(箴言 4:1-27)

邓牧師



人生如旅途 (The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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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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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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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得着它的就得了生命, 又得了医全
体的良药” (智慧 真正健康生活)

VBS: 诗篇 147:3
“他医好伤心的人, 裹好他们的伤处”

神的医治: 透过智慧



神的医治: 透过智慧 (箴 4:20-27)
智慧与健康 (20-22): 丰盛生命
智慧与人心 (23):       内心世界
智慧与身体 (24-27): 外在生活

• v. 20 耳朵
• v. 21 眼目, 心
• v. 22 全体/身
• v. 23 心
• v. 24 口, 嘴
• v. 25 眼目, 眼睛/ (皮)/ (珠)
• vv. 26-27 脚

Obama Care Wisdom Care



智慧与健康 (箴 4:20-22): 丰盛生命
20 我儿, 要留心听我的言辞, 侧耳听我的话语, 
21 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 
学智慧: 1) 听神的话(侧耳);2) 读神的话(眼目);

3) 记神的话(心中) -- 耳/眼 心
要医治: “心与耳未受割礼/捂着耳朵” (使 7)

22 “因为得着它的就得了生命, 又得了医全体
的良药.” 智慧 生命/医治

约 6:63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 就是生命
诗119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
行你的话.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
提前4:7-8 身体操练 敬虔操练 (灵魂健康)



何处 (器官) 需要医治?

箴 6:16-19 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 连他心所
憎恶的共有七样, 就是高傲的眼, 撒谎的舌, 流
无辜人血的手, 图谋恶计的心, 飞跑行恶的脚, 
吐谎言的假见证, 并弟兄中布散分争的人.

•高傲的眼: “墨西哥移民, . . . 强奸犯!?”

•撒谎的舌: 谁没撒过谎?

•流无辜人血的手: 警察暴力; ISIS刽子手

图谋恶计的心: PP计划生育:贩卖肢体(Research)

•飞跑行恶的脚: 教堂影院屠杀(20 世纪大屠杀)

•假见证的口: 造谣中伤,乱扣帽子, 牛鬼蛇神

•弟兄中布散分争的人: 教会分裂?



智慧医治全人: 何处着手?--革命, 革心着手!
智慧与人心 (23): 内心世界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
效是由心发出.” 存记在心(21): 生命/医治(22)

智慧与身体 (24-27): 外在生活
“你要除掉邪僻的口, 弃绝乖谬的嘴. 25 你的
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26 要
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27 不可偏
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 (Dark Side).”
•口,嘴: 诚实话; 造就人的好话
•眼目, 眼睛: “只有一件事, . .标杆直跑”
•脚: 智慧之路,生命之路, 喜悦和睦之路!



智慧医治全人: 何处着手?--革命, 革心着手!
智慧与人心/身体(23-27): 内心/外在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
效是由心发出.” (所罗门 耶稣)
路加6:45 “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
来, 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 因为
心里所充满的, 口里就说出来.”
马可7:20-23 “从人里面出来的, 那才能污秽人
. 因为从里面, 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 苟合, 
偷盗, 凶杀, 奸淫, 贪婪, 邪恶, 诡诈, 淫荡, 嫉妒
, 谤讟, 骄傲, 狂妄, 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
来, 且能污秽人.”



诊断报告 (人的心): 病入膏肓! (耶 17:9)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由心发出.”

所罗门:人心比一切都重要!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

耶利米:人心比一切都诡诈! 
坏到极处:无可救药!!! -- 怎办?

马太19:26 在人这是不能的, 在神凡事都能!
新约(福音的智慧): 换心手术!

结36:26-27 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新灵
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
赐给你们肉心.27 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
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



新约(福音的智慧): 换心手术!
结36:26-27 “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新
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
,赐给你们肉心. . .”

“患心病”的儿子, 母亲内疚的祷告:
“No疯狂父母,甘愿放弃自己子女,救我的儿子”

“疯狂的”上帝!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
切信他的不致灭亡,反得永生.”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十架上: 爱的交换!



福音智慧的医治: 新的心; 新的生活 (1)
“在这个和谐的有爱的大家庭里,慢慢认识了
上帝,让我对生活的态度有了变化,我特别享
受这种生活,因为不管你心情多么糟糕,只要
和大家坐在一起谈论生活,研读圣经,就会有
一种喜悦和平安.这是我以前从未有过的美好
体验….” “这两年间的过往,..跟随主..是缓慢的
,..时有挣扎,充满了辛酸,但是上帝——我的天
父就是那么神奇,他的话就象一股清澈的泉水
一般洗刷着我心灵的污秽,让我的眼睛越来越
明亮，让我清楚的看到自己的缺点和罪性,人
生的目标也越来越清析,..



福音智慧的医治: 新的心; 新的生活 (1)
当我意识到这些生命的改变,是多么惊喜,更
让我愿意顺服神的教导,更加对神话语的渴望
例如,以前当我遇到不顺心的时候,总是习惯
的抱怨和责备先生、儿子，强调自己的辛苦
，现在不会了，因为神让我的内心是踏实的
、平安的，没有怨言的。
在交流中，先生也体会到我的改变，对圣经
也有了兴趣，现在他也在读圣经。所以我现
在每天过得很充实，喜乐而且充满盼望。求
神继续帮助我，为他做更好的见证，让更多
的人都来信靠这位全能的神。



福音智慧的医治: 新的心; 新的生活 (2)
“2010年，我儿子Edward和女儿Angela早产,
俩个孩子非常虚弱,女儿几天后离开了我。这
种心痛,可能所有做妈妈的人体会是一样的…
每天悲痛绝望。由于儿子体重太轻在保温箱
要呆三个月。在那段极苦痛的日子，我靠这
些护士和朋友安慰人心的信息度过每一天。
也是这些信息在我最无助的时候，开始仰望
耶稣。我求上帝救活我的儿子，求上帝帮助
我渡过难关。渐渐地我的心安稳下来。孩子
逐渐好转。感谢主，把我的儿子从死亡线上
拉回来。这完全是上帝的怜悯和慈爱！



福音智慧的医治: 新的心; 新的生活 (2)
“经历了如此多的恩典，我常思想如何回报
主耶稣的恩惠。因着圣灵的引领，今年2月
份我来到了我们的教会. 每次听到讲道, 心中
充满温暖，欢喜。4月份的一主日崇拜，听
完证道后的一个瞬间，我心中忽然有了一个
温暖的冲动，希望把自己交付给基督，愿耶
稣基督来带领我的生命和道路。有上帝看顾
和陪伴就是幸福！”

“悔改, 信福音”: “新造的人” (革命革心)
v. 22 “因为得着它的就得了生命, 

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 



RESPONSE  HYMN

回應詩



#291

“Take My Life and Let It 

Be Consecrated”

“我一生求主管理”



#291 Take My Life, and Let I t Be Consecrated  1/4

我一生求主管理,

願獻身心為活祭,

使我手作主聖工

因被主慈愛感動;因被主慈愛感動

Take my life and let it be; 

Consecrated, Lord, to Thee

Take my hands and let them move;

At the impulse of Thy love, 

At the impulse of Thy love.



#291 Take My Life, and Let I t Be Consecrated  2/4

使我腳為主行路,

步步都聽主吩咐,

使我常常讚美主, 

永遠只歌頌基督,永遠只歌頌基督

Take my feet and let them be, 

Swift and beautiful for Thee; 

Take my voice and let me sing;

Always, only for my King

Always, only for my King.



#291 Take My Life, and Let I t Be Consecrated  ¾

使我口時常頌揚, 

傳講救主榮耀王; 

使我金銀都歸你

不願留下為自己; 不願留下為自己

Take my lips and let them be 

Filled with messages for Thee; 

Take my silver and my gold, 

Not a mite would I withhold,

Not a mite would I withhold.



#291 Take My Life, and Let I t Be Consecrated  4/4

使我愛如火上升, 

全獻給我主我神; 

我願獻一切所有, 

完全屬主到永久; 完全屬主到永久

Take my love, my God, I pour

At Thy feet its treasure store; 

Take myself and I will be 

Ever, only, all for Thee, 

Ever, only, all for Th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