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訊
交谊厅水患: 代祷
 “新朋友班” (主日学时间, 耿师母 & Sharon)
牧师短宣 (8/10-8/22)
 台湾 (8/10-8/14, Mon-Fri)
 仰光神学院 (8/15-8/22, Sat-Sat)
长老就任 (8/30, Sun, 11:45am)
执事甄选: 代祷 (8/11, Tue)
读书会: 系统神学 (神论), 九月
代祷: 谷弟兄, George,  Susanna, 软弱肢体

午餐服侍 (Today, 12pm, Chi & Jian)
浸礼 (Today, 1pm): 七位



家訊

一個心懷中國的特別聚會
日期: 2015年9月11日(週五)7:15 - 9:00 PM
講員: 李潔人 (北京國際基督教會牧師）

主題：中國事工的契機與呼召
-中國教會當前事奉的危機與契機

-海外華人信徒如何參與中國事工?
主辦：海外校園機構（OCM）
地點：Knott’s Berry Farm Hotel九樓

7675 Crescent Ave., Buena Park, CA 90620



SCRIPTURE

讀經



Proverbs 箴言

5:1-23

(pp. 967-968)



1 我兒，要留心我智慧的話語，側耳聽我聰
明的言辭， 2 為要使你謹守謀略，嘴唇保
存知識。 3 因為淫婦的嘴滴下蜂蜜，她的
口比油更滑， 4 至終卻苦似茵陳，快如兩
刃的刀。 5 她的腳下入死地，她腳步踏住
陰間， 6 以致她找不著生命平坦的道。她
的路變遷不定，自己還不知道。

7 眾子啊，現在要聽從我，不可離棄我口中
的話。 8 你所行的道要離她遠，不可就近
她的房門， 9 恐怕將你的尊榮給別人，將
你的歲月給殘忍的人， 10 恐怕外人滿得你
的力量，你勞碌得來的歸入外人的家。



11 終久你皮肉和身體消毀，你就悲嘆， 12
說：「我怎麼恨惡訓誨，心中藐視責備，
13 也不聽從我師傅的話，又不側耳聽那教
訓我的人！ 14 我在聖會裡幾乎落在諸般惡
中！」

15 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飲自己井裡的活
水。 16 你的泉源豈可漲溢在外？你的河水
豈可流在街上？ 17 唯獨歸你一人，不可與
外人同用。 18 要使你的泉源蒙福，要喜悅
你幼年所娶的妻， 19 她如可愛的麀鹿，可
喜的母鹿。願她的胸懷使你時時知足，她
的愛情使你常常戀慕。



20 我兒，你為何戀慕淫婦，為何抱外女的
胸懷？ 21 因為人所行的道都在耶和華眼前
，他也修平人一切的路。 22 惡人必被自己
的罪孽捉住，他必被自己的罪惡如繩索纏
繞。 23 他因不受訓誨，就必死亡，又因愚
昧過甚，必走差了路。





SERMON

信息

8/9/15



“致命的誘惑 Fatal Attraction”

(箴言 5:1-23)

邓牧師



今世的最大诱惑?
• “Sex 性”: 性感女神 (排列前三名)
• 网上最赚企业?
• 教会错误教导:
• Sex = sin
• God = Joy-killer

• 圣经教导: God is Sexual Joy-Maker
• “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 圣经反对: 性误用, 性泛滥
• No“50 shades of GRAY”!: 2 spotlights of B/W
• “苟合(单身), 行淫(结婚)的人,神必要审判”
• “淫乱的,…奸淫的,…不能承受神的国.”



今世Sex 性诱惑斗争: 输赢胜负?

年青人 [单身]

• (纽约州16 所高中的1300 学生)

• 57% 在高中失去童贞

• 79% 在大学失去童贞

• 16.9 开始性行为的平均年龄

• 33% 高中生: 每月1-4次性行为

• 52% 大学生: 每月1-4次性行为

白旗! --童贞是问题?!

性行为成绩单 (圣经标准)?   

F



今世Sex 性诱惑斗争: 输赢胜负?

成年人 (结婚配偶)

• 婚外性行为 = 犯姦淫:

• 25-33% 的先生

• 17-25% 的太太

• 婚外情: 19 百万的先生 /12 百万 的太太

• “红杏出墙 ~~~ 交通事故”
白旗! – “婚外情人介绍所”?!

性行为成绩单 (圣经标准)? – F
性感女神: 磕头降服; 被掳阵亡 (21 世纪)

3000年前(箴 言书)时代信息: 医治,释放,得胜



“It Feels so good; how can it be so wrong?!”
Sex 性诱惑斗争(你死我活): (箴言 2, 5, 6, 7)

• 2:16-19   背约出卖的丑陋 (feel good?)
• 5:1-23     婚姻美满性生活 (feel good?)
• 6:20-35   绿帽丈夫的怒火 (feel good?)
• 7:1-27     包着糖衣的炮弹 (feel good?)

胜过性诱惑 (5:1-23): 贪 (LUST)!
• 1-6 你要远离淫妇(3)!      (Strange woman)
• 7-14 恐怕外人(10)满得你的 (strangers)
• 15-19 不可与外人(17)同用 (strangers)
• 20-23 为何恋慕淫妇(20)?   (strange woman)

不守本分, 贪得无厌: 赔上老本, 得不偿失!



胜过性诱惑 (箴言 4 & 5)
3rd(4:20-27): 存记(v. 21)/口 (v. 24)/ 直观 (v. 25)
1st(5:1-6): 谨守 (v. 2)/ 口 (v. 3)/ 变迁 (v. 6)
2nd(4:10-19):训诲 (v. 13)/年寿 (v. 10)/吃 (v. 17)
2nd(5:7-14):训诲 (v. 12)/ 岁月 (v. 9)/ 满得 (v. 10)
1st (4:1-9): 爱他 (v. 6)/ 怀抱 (v. 8)/ 存记 (v. 4)
3rd (5:15-23): 爱情 (v. 19)/抱 (v. 20)/缠绕 (v. 22)

箴言 4: 持守智慧的丰满祝福
成功, 财富, 尊荣, 得胜, 生命
箴言 5: 捻花惹草的巨大损失

羞耻, 失败, 疾病, 悔不当初, 落魄, 死亡
智慧生活 (忠诚)? 愚昧生活 (背信)? 



胜过性诱惑 (箴 5:1-6): 谋略 Discretion

1-2我儿, 要留心我智慧的话语, 侧耳听我聪明
的言辞,为要使你谨守谋略, 嘴唇保存知识.

2:11 谋略必护卫你, 聪明必保守你.

智慧,聪明,谋略,知识: 护身符

5:3 因为淫妇的嘴滴下蜂蜜, 她的口比油更滑

谋略 Discretion: 防備淫妇的挑逗性言語

2:16“智慧要救你脱离淫妇,..油嘴滑舌的外女”

6-7章 淫妇(Strange W.)/外女(Foreign W.)

性试探/性诱惑 :淫妇, 外女? (弟兄)

性试探/性诱惑: 奸夫, 外男? (姊妹)



奸夫淫妇,外男外女:言語/嘴舌唇(武器WMD!)

2:16智慧要救你脱离淫妇,.那油嘴滑舌的外女.

5:3 因为淫妇的嘴滴下蜂蜜, 她的口比油更滑.

6:24 能保你远离恶妇, 远离外女谄媚的舌头.

7:5他就保你远离淫妇, 远离说谄媚话的外女.

情场老手 (甜言蜜语): 心花怒放, 冲昏了头!

谋略 Discretion 的抢救:

5:4 至终却苦似茵陈,快如两刃的刀

• 能分辨 : “两刃的刀”                   [口蜜腹剑]

• 有远见: “至终”(4)/“终久”(11)  [短视近利]

“苦似茵陈”: 死地,阴间(5-6);巨大损失(9-14)



进入性试探的苦果:

“苦似茵陈”: 死 地,阴 间(5-6); 巨大损失(9-14)

9 将你的尊荣给别人,将你的岁月给残忍的人.

精力/时间: 装, 躲, 骗, 怕, 不得安宁!

10 “恐怕外人满得你的力量,你劳碌得来的归
入外人的家.” 财富,成果: 离婚律师?!

11 终久你皮肉和身体消毁,你就悲叹,

“一失足成千古恨, . . . 百年身!!!”

12-13 说:我怎么恨恶训诲,心中藐视责备,也不
听从我师傅的话,又不侧耳听那教训我的人!

2015/8/9: 听道打瞌睡???!!!



进入性试探的苦果:

“苦似茵陈”: 死 地,阴 间(5-6); 巨大损失(9-14)

9 精力/时间: 装, 躲, 骗, 怕, 不得安宁!

10 财富,成果: 倾家荡产

11-13 悔恨交加

14 我在圣会里几乎落在诸般恶中(彻底垮台 ).

身败名裂, 奇耻大辱: 无颜见江东父老!

“一夜销魂,一碗红豆汤”:至终的代价!

“我的儿女, 还不醒悟?”

• 采访: 士师参孙, 君王:大卫, 所罗门!

• 跌倒牧者, 总统, CIA 头头, . . . Cosby!



进入性试探的苦果: 巨大损失(9-14)

“Presumed Innocent” (1990): Rusty & Carolyn

• C: “It’s going to be so good.”

• R: “Teenager, . . . just to hear her voice”

• C: “Grow up! Young man!”

Carolyn murdered & Rusty in trouble

“Free to live again! ..You called this freedom?!”

R: “There is a crime; there is a punishment”

But, 老王/女秘书: . . .活得快乐?!

“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 收
的也是什么” (今生或永世)



胜过性诱惑 (箴 5:1-6): 谋略 Discretion

智慧/谋略的抢救:

• 防備挑逗性言語 (vv. 1-6)

• 體會悔恨交加的痛苦 (vv. 7-14)

• 顺服智慧妇人的劝阻 (v. 8) “你 所 行 的 道
要 離 他 遠, 不 可 就 近 他 的 房 門.” 

• 2:18-19 “. . 凡 到 他 那 裡 去 的, 不 得 轉 回
, 也 得 不 著 生 命 的 路.”

提后 2:22 “你 要 逃 避 少 年 的 私 慾!”

林前 6:18 “你 們 要 逃 避 淫 行!”



大于众罪的恩典
 持守贞洁
林前 6:20 “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 所以, 
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

 悬崖勒马
林后 6:17“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 与他
们分别; 不要沾不洁净的物, 我就收纳你们.”

 认罪悔改 (大卫的忏悔)
诗51:1 “神啊, 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 按
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

Rusty 的故事: 通姦, 刑罚, 公义
耶稣的故事: 恩典, 饶恕, 怜恤



RESPONSE HYMN 

回應詩



“Glorious Freedom”

“榮耀釋放”



#181 Glorious Freedom 1/4

我曾像奴隸, 被罪鏈捆綁;

屢次欲掙脫, 但總失望.

當耶穌斷開, 我一切鎖鏈;

重新得自由, 榮耀釋放!

榮耀之釋放，奇妙之釋放; 

不再被罪鏈, 束縛捆綁.

榮耀釋放者, 是救主耶穌; 

從今到永遠, 我得釋放!



#181 Glorious Freedom 1/4

脫離了肉體, 邪情和私慾;

脫離了仇恨, 紛爭嫉妒.

脫離了塵世, 虛空之幻想;

脫離了一切, 苦惱憂傷.

榮耀之釋放, 奇妙之釋放; 

不再被罪鏈, 束縛捆綁.

榮耀釋放者, 是救主耶穌; 

從今到永遠, 我得釋放!



#181 Glorious Freedom 1/4

脫離了一切, 驕傲和愚昧;

脫離了貪愛, 金錢迷夢.

脫離了惱怒, 暴躁之性情;

榮耀的釋放, 喜樂無窮.

榮耀之釋放, 奇妙之釋放; 

不再被罪鏈, 束縛捆綁.

榮耀釋放者, 是救主耶穌; 

從今到永遠, 我得釋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