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訊

牧师短宣

 仰光神学院 (8/15-8/22, Sat-Sat)

英語堂“牧師”(張耕良Ryan Cheung ):

 9/6就任礼 (主餐时)

男女执事甄选: 代祷

读书会: 系统神学 (神论), 9/14 (Mon)

代祷: Huan&Theresa, 谷弟兄, George,    
Susanna, 软弱肢体

长老就任 /月会 (Today, Sun, 11:45am)

午餐服侍 (Today, 1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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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23

(p. 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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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0/15



“致命的誘惑: 最好的防禦”

“Fatal Attraction: The Best Defense”

(箴言 5:1-23)

邓牧師



性的诱惑 (今世最大诱惑之一): 如何胜过?
• 圣经教导: 1)性本身的美好
•来自神：God is the Maker of Sexual-Joy
• “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雅歌: 歌颂 “房事”

• 圣经教导: 2) 性泛滥的可怕
•来自魔鬼: “又叫撒旦, 是迷惑普天下的.”
•性革命/性解放: 挣脱婚姻束缚 (非妻联合)
•缅甸发大水(交谊厅):“婚姻堤防”瓦解崩溃
胜过性诱惑 (箴 5): 堤防内外的对比

婚外性行为 (1-14) 婚内性行为 (15-23)
(致命的诱惑) (生命的祝福)



胜过性诱惑 (箴 5): 堤防内外的对比
婚外性行为 (1-14) 婚内性行为 (15-23)

• 婚外性行为 (1-14): 致命的诱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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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婚内性行为 (15-23): 生命的祝福
• 美好性 (15)
• 排他性 (16-17)
• 享受性 (18-19)



婚内性行为/关系 (15-19): 美好性
15 “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 饮自己井里的活水”
性爱 = 如同饮水 / 妻子,爱人 = 活水 (15-18)

• “池中的水 , 井里的活水” (v. 15)
• “你的泉源 , 你的河水” (v. 16)

• “你的泉源” (v. 18)
• 雅歌 4:12, 15 “我妹子, 我新婦, 乃是關鎖的
園, 禁閉的井, 封閉的泉源. . . . 你是園中的
泉,活水的井, 從利巴嫩流下來的溪水.”

“多喝水; 身体好” “多性爱; 婚姻好”
“Food/marriage grows where ‘water’ flows!”
婚内性行为 (美好性): 喜乐, 满足, 生命



婚内性行为/关系 (15-17): 排他性

15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 饮自己井里的活水.

16你的泉源岂可涨溢在外? 

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 

17唯独归你一人, 不可与外人同用.

•要大方, 慷慨: 但不可分享 (妻子,爱人)

• “在外..街上”(公用):外男女,奸夫淫妇.妓男女

性爱 = 如同饮水 / 妻子,爱人= 活水 (15-18)

•美好性 (喜乐, 满足): 赐与生命 (15-18)

•排他性 (唯独, 不可):珍惜生命 (15-17)

不糟蹋, 不浪费生命: 悔恨交加的痛苦 (7-14)



婚内性行为/关系 (18-19): 享受性

18要使你的泉源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

19她如可爱的麀鹿,可喜的母鹿. 愿她的胸怀
使你时时知足, 她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

性爱 = 如同饮水 / 妻子,爱人= 活水 (15-18)

妻子,爱人 = “Bambi” (19)



婚内性行为/关系 (15-19): 享受性

18要使你的泉源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

19她如可爱的麀鹿,可喜的母鹿. 愿她的胸怀
使你时时知足, 她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

性爱 = 如同饮水 / 妻子,爱人= 活水 (15-18)

妻子,爱人 = “Bambi” (18-19)

•白日梦: Pornography? No. 前晚房事? Yes.

•神的旨意: 传福音 & 享受性爱!

•荣耀神: “所以, 你们或吃或喝, 无论做什么, 
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性高潮: 爱神爱人)

享受性 (蒙福, 高潮): 园满生命



婚内性行为/关系 (15-19): 生命的祝福

•美好性 (喜乐, 满足): 赐与生命 (15-18)

•排他性 (唯独, 不可):珍惜生命 (15-17)

•享受性 (蒙福, 高潮): 园满生命 (18-19)

青年人与单身贵族 (v. 16): “等到蜜月时!”

v.16 “你的泉源岂可涨溢在外? 你的河水岂可
流在街上?”

夫妻 (v. 19): “多多饮水!”

v.19 “她如可爱的麀鹿,可喜的母鹿. 愿她的胸
怀使你时时知足, 她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

CBCOC: 饮水教会; 背诵经句!



婚内性行为/关系 (15-19): 生命的祝福
美好性 (喜乐, 满足): 赐与生命 (15-18)
排他性 (唯独, 不可):珍惜生命 (15-17)
享受性 (蒙福, 高潮): 园满生命 (18-19)

房事的挑战?
•祷告
•读书, 读经
•沟通与练习
•辅导与医生

智慧原则:
•不偷懒
•不愚昧



胜过性诱惑 (箴 5): 婚姻堤防内外的对比

婚外性行为 (1-14):   致命的诱惑

婚内性行为 (15-19): 生命的祝福

The best defense is a good offense!

A good offense: 美满婚姻 + 满足房事

哥林多前书 7

• 夫妻不可彼此亏负, 除非两相情愿, 暂时分
房, 为要专心祷告方可; 以后仍要同房, 免得
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 引诱你们.

• 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 若他们常像我
就好. 9倘若自己禁止不住, 就可以嫁娶. 与
其欲火攻心, 倒不如嫁娶为妙.



胜过性诱惑:第三个教导 (箴 5:20-23)

• 被妻子爱情抓住(19)愿她的胸怀使你时时知
足,她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 (醉酒/神魂颠倒).

• 被淫妇外女抓住 (20): “我儿, 你为何恋慕淫
妇? 为何抱外女的胸怀?” – “为何不呢?”

v. 21 “因為, 人所行的道都在耶和華眼前; 他也
修平 (observing)人一切的路!” -- (神看见! )

傳道書 12:13-14 “這些事都已聽見了, 總意就
是: 敬畏神, 謹守他的誡命, 這是人所當盡的
本分. 因為人所做的事, 連一切隱藏的事, 無
論是善是惡, 神都必審問 .”



胜过性诱惑:第三个教导 (箴 5:20-23)

• 被淫妇外女抓住 (20): “我儿, 你为何恋慕淫
妇? 为何拥抱外女的胸怀?” – “为何不呢?”

1)因為, 神看见 (21)!   2)因為, 是陷阱 (22-23)! 

“恶人必被自己的罪孽捉住, 他必被自己的罪
恶如绳索缠绕 (拥抱). 23他因不受训诲, 就
必死亡, 又因愚昧过甚, 必走差了路 (恋慕).”

箴 2:16-19 “智慧要救你脱离淫妇, 就是那油嘴
滑舌的外女. . . 18他的家陷入死地, 他的路
偏向阴间. 19凡到他那里去的, 不得转回, 也
得不着生命的路.”



胜过性诱惑 (箴 5:15-23)

• 美满婚姻 + 满足房事 (vv. 15-19)

• 操练神的同在 (vv. 20-21)

• 逃避性的陷阱 (vv. 22-23)

缅甸的弟兄(董事长): “我能进天国吗?”

• 罪的权势 (罗 7:24-25) “我真是苦阿! 谁能救
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感谢神, 靠着我们
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

美国的弟兄(神学生): “我能再事奉神吗?”

• 恩典更大的能力 (箴 28:13)! “遮掩自己罪過
的, 必不亨通; 承認離棄罪過的, 必蒙憐恤.”





RESPONSE HYMN 

回應詩



#74 

“Grace Greater Than Our Sin”

“恩典大過我罪”



#74 Grace Greater Than Our Sin 1/4

慈愛主滿有奇異恩典

恩典遠超過我的罪惡

各各他山上寶血傾流

羔羊血能洗凈眾罪污

真神恩典, 恩典能赦免將心洗凈;

真神恩典, 恩典大過我的眾罪行.



#74 Grace Greater Than Our Sin 2/4

罪惡絕望如寒冷風浪

威脅生命將永遠沉淪

幸有救主無量大恩典

指向十架得贖罪救恩

真神恩典, 恩典能赦免將心洗凈;

真神恩典, 恩典大過我的眾罪行.



#74 Grace Greater Than Our Sin 3/4

罪惡眾多雖不能冼凈

罪惡污點也無法遮蓋

但有一處寶血泉湧流

今日洗你罪比雪更白

真神恩典, 恩典能赦免將心洗凈;

真神恩典, 恩典大過我的眾罪行.



#74 Grace Greater Than Our Sin 4/4

奇異無限無量大恩典

白白賜給凡信祂的人

你若渴想見救主榮面

願否今日接受祂救恩

真神恩典, 恩典能赦免將心洗凈;

真神恩典, 恩典大過我的眾罪行.



 你們所遇見的試探，無非是人所能受的。
神是信實的，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
受的；在受試探的時候，總要給你們開一
條出路，叫你們能忍受得住。

(哥林多前書1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