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訊

英語堂“牧師”(張耕良Ryan Cheung ):

 Today就任礼 (主餐时)

 欢迎午餐

执事候选人: 9/20, Sun, 选举投票

读书会: 系统神学 (神论), 9/14 (Mon)

儿童安全训练 (9/20, 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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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餐(Today, 11:45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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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費停車: “CBSG Alumni Gathering”



SCRIPTURE

讀經



Proverbs 箴言

6:1-19

(pp. 968-969)



1 我儿，你若为朋友作保，替外人击掌，
2 你就被口中的话语缠住, 被嘴里的言语捉
住。 3我儿，你既落在朋友手中，就当这样
行，才可救自己：你要自卑，去恳求你的
朋友。 4不要容你的眼睛睡觉，不要容你的
眼皮打盹， 5要救自己如鹿脱离猎户的手，
如鸟脱离捕鸟人的手。

6 懒惰人哪，你去察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
智慧。 7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
王， 8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聚敛
粮食。 9懒惰人哪，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
时睡醒呢？



10 再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
， 11 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
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

12 无赖的恶徒，行动就用乖僻的口， 13 用
眼传神，用脚示意，用指点划， 14 心中乖
僻，常设恶谋，布散分争。 15 所以灾难必
忽然临到他身，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
。 16 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
恶的共有七样， 17 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
舌，流无辜人血的手， 18 图谋恶计的心，
飞跑行恶的脚， 19 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
兄中布散分争的人。





SERMON

信息

9/6/15



“投機者, 懶惰蟲, 與無賴漢”

“Speculator, Sluggard, and Scoundrel”

(箴言 6:1-19)

邓牧師



“Grey’s Anatomy?”  (ABC)
“Solomon’s Anatomy所罗门解剖学” (箴6:1-19)
• 三位主角 Three main characters :
• 投機者 Speculator (vv. 1-5)
• 懶惰蟲 Sluggard (vv. 6-11)
• 無賴漢 Scoundrel:  (vv. 12-15 人, 16-19 神)
• 肢體/器官 Body members: (Dr. Solomon)
• 心 Heart (vv. 14, 18)
• 眼 Eyes (vv. 4, 13, 17)
• 手 Hands (vv. 1, 3, 5, 10, 13, 17)
• 口與舌Mouth and tongue (vv. 2, 12, 17)
• 腳 Feet (vv. 13, 18)



“Dr. Solomon所罗门医师解剖学” (箴6:1-19)
• 肢體/器官使用 (愚昧人: 無賴漢; vv. 12-19)

“乖僻的口,用眼傳神,用腳示意,用指點劃,心中
乖僻,常設惡謀;高傲的眼,撒謊的舌,流無辜
人血的手,圖謀惡計的心,飛跑行惡的腳.” 

• 肢體/器官使用 (智慧人: 健康人; 4:20-27)
“我儿,..侧耳听..话语, 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
记..心中. ..得着它的,..得了医全体的良药. ..保
守你心,..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你要除掉邪
僻的口,弃绝乖谬的嘴. 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
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 要修平你脚下的路,一
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



“旧约所罗门医师: 解剖学” (箴 6:1-19)
• 肢体/器官使用 (愚昧人/無賴漢;12-19)
• 肢体/器官使用 (智慧人/健康人; 4:20-27)

“新约保罗医师: 解剖学” (罗 6:12-22)
“不要容罪在..必死的身上做王,也不要将..肢
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
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
神.感谢神!...: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
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
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结局是永生”
肢体使用:从前 (罪/恶/死); 现今 (神/义/生)
救恩三步曲:称义,成圣,得荣耀 (愚昧 智慧)



肢体:不义的器具(愚昧:投機者,懶惰蟲,無賴漢)

投机者 (箴 6:1-5)
“1我儿,你若为朋友作保,替外人击掌, 2你就
被口中的话语缠住,被嘴里的言语捉住.”

• “作保/击掌”: 财务/贷款, 为人担保
• “朋友/外人”: 关系近远
• “话语/言语”: 说话算话 合同契约
• “缠住 (陷阱)” / “捉住 (战俘)”
08’s F. Meltdown: 投机者(银行专家,市井小民)
• “朋友”: 赌瘾的弟弟
• “外人”: 婚礼的费用
谨慎:理财投资 (三思后行) 投机:暴发户!

谁?



愚昧投机,为人担保: 一身债务? (箴 6:3-5)

3我儿,你既落在朋友手中,就当这样行,才可救
自己:你要自卑,去恳求你的朋友. 4不要容你
的眼睛睡觉,不要容你的眼皮打盹, 5要救自
己如鹿脱离猎户的手,如鸟脱离捕鸟人的手.”

救自己!?

• v.3 “自卑..恳求”: “朋友”成债主!

• 谦卑求饶 (不打肿脸充胖子)

• vv.4-5 “不要睡觉,..打盹..要如鹿,..如鸟”:

• 迫切得赎 (不脱泥带水)

靠信用卡过生活 (不面对): 失房子, 婚姻!



一身债务? --救自己! (箴 6:3-5)

谦卑求饶 (v.3) & 迫切得赎 (vv. 4-5)

财务上 (Dr. Solomon: 体检)

• 信用卡? 入不敷出? 投机? 赌瘾? 一笔滥帐?

• 弟兄欠债 (East): 不愿面对!

关系上 (Dr. Jesus耶稣: 体检)

• 约 8:34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所有犯罪
的就是罪的奴仆 (欠债)!”

• 与人:   得罪人 =  欠债

• 与神:   得罪神 =  欠债

罪人: 一身债务, 一笔滥帐, 病入膏肓!

谦卑! / 迫切!



罪人关系上:一身债务, 一笔滥帐, 病入膏肓!

Dr. Jesus耶稣的药方--救自己! (箴 6:3-5)

谦卑求饶恕 (v.3) & 迫切得赎价 (vv. 4-5)

与人:得罪人=欠债(马太5:21-26)

“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
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利的,难
免地狱的火. 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
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
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 你同告你的对
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息,恐怕他把你送
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
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

Peacemakers!



Dr. Jesus耶稣的药方--救自己! (箴 6:3-5)
谦卑求饶恕 (v.3) & 迫切得赎价 (vv. 4-5)
与神:得罪神 =欠债 (路加 12:49-59; 13:1-5)

“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你们又为何不自己审
量什么是合理的呢? 你同告你的对头去见官, 
还在路上,务要尽力地和他了结,恐怕他拉你
到官面前,官交付差役,差役把你下在监里.我
告诉你:若有半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
里出来. ..你们以为那些人..更有罪吗?...不是
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神在基督里的审判: 与我们算账,讨债!
得罪人/得罪神: 一身罪债, 如何还清?



神在基督里的审判: 与我们算账,讨债!
得罪人/得罪神: 一身罪债, 如何还清?

Dr. Jesus耶稣的药方--救自己! (箴 6:3-5)
谦卑求饶恕 (v.3) & 迫切得赎价 (vv. 4-5)

• 脱泥带水的父亲 (比鹿, 鸟还傻!)
• 黄董事长的见证

来到神 (大债主) 面前: Surprised!
• 马可 10 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 约翰 8 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 你们
就真自由了! 耶稣 = 和睦 (PEACE): 福音

无债一身轻/清!



RESPONSE HYMN 

回應詩



#193 

“主替我捨身”

“Jesus Paid It All”



#193 Jesus Paid It All 1/3

我聽救主說道

你的力量微小

應當儆醒祈禱

因我作你中保

主替我捨身; 罪債全還清

無數罪孽污穢心; 主洗比雪白淨



#193 Jesus Paid It All 2/3

我無嘉言善行

可藉此得救恩

唯主所流寶血

能洗一切罪痕

主替我捨身; 罪債全還清

無數罪孽污穢心; 主洗比雪白淨



#193 Jesus Paid It All 3/3

將來身體得贖

榮耀站主面前

我口仍要頌揚

主賜救恩完全

主替我捨身; 罪債全還清

無數罪孽污穢心; 主洗比雪白淨





三一頌

讚美真神萬福之根，
世上萬民讚美主恩，
天使天軍讚美主名，
讚美聖父、聖子、聖靈。

阿們。
---------

崇拜完畢, 請维持肅靜, 默禱后离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