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訊

男女执事: 感谢神

常青团契 (10/6,Tue, 9:30am): not 10/2, Fri

读书会: 系统神学 (神论): 8周 (每周一晚上)

 10/19 – 12/7, Mon,7:30pm-9:15pm

感恩见证会 (11/21, Sat)

圣诞节受浸礼 (12/20, 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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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会 (Today, 1:30pm)



SCRIPTURE

讀經



Proverbs 箴言

6:6-19

(p. 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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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7/15



“投機者, 懶惰蟲, 與無賴漢” (II)

“Speculator, Sluggard, and Scoundrel”

(箴言 6:1-19)

邓牧師



“Ant-Man 蚁侠”: 蚂蚁的智慧
智慧人士: Ant-Man & Ant-Wo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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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集
• 懶惰蟲 Sluggard (vv. 6-11): 第二集
• 無賴漢 Scoundrel: (vv. 12-15 人, 16-19 神)
• 愚昧投機者: 一身债务 (1-2)--救自己! (3-5)

谦卑求饶 (v. 3) & 迫切得赎 (vv. 4-5)
v.5如鹿脱离猎户的手,如鸟脱离捕鸟人的手.

鹿, 鸟, 蚂蚁: 张显神的智慧
诗 19:1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

愚昧懶惰蟲: 学习蚂蚁的智慧!



第二集: 懶惰蟲 Sluggard (vv. 6-11)

幽默的描述 (vv. 9-10)

“懒惰人哪, 你要睡到几时呢? 你何时睡醒呢? 
再睡片时, 打盹片时, 抱着手躺卧片时:”

• 青少年起床
• “Couch-potato”爱人

可怕的后果 (vv. 10-11)

“再睡片时,打盹片时,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
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

• 今日(偷懒, 打盹) 明日 (贫穷, 缺乏)

“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 收
的也是什么!” (加 6): “软弱人的拐杖,鸦片”?



偷懒,打盹: 大惊小怪? (箴 24:30-34)

“我经过懒惰人的田地,无知人的葡萄园, 荆棘
长满了地皮,刺草遮盖了田面,石墙也坍塌了.

荒芜之地:生活?工作?关系?灵命?事奉?

32我看见就留心思想, 我看着就领了训诲.

“再睡片时,..片时,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
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

约翰 15 “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
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
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 . .人若不
常在我里面,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
扔在火里烧了. . .” (A lazy branch?)



懒惰的无知 勤劳的智慧 (vv.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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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勤劳 (v.7):自动自发; 自我督促

• 父母蚁,牧师蚁,长执蚁,爱人蚁,…的唠叨!

• 勤劳 (v.8): 把握时机; 未雨绸缪

• “有花堪折直需折; . . . 无花空折枝!”

• “Carpe Diem”: Seize the Day!

耶46:17他们在那里喊叫说: ‘埃及王法老不过
是个声音, 他已错过所定的时候 (拯救)了!’

懒惰虫! (智慧) 勤劳蚁!



懒惰虫? (箴 6:6-11)
• No! – Not in 9:15am service .
• “Laziness懒惰” “Procrastination脱拉”
• A Study on “脱拉” (Dr. Piers Steel,心理学家)
• 5 years          10 years
• “Less healthy,wealthy,happy”(dir!Solomon!)
• 5% (1978)         26% (2008)
• 54% men & 46% women
• The young > the old
• ¾ college students!
• 原因? 科技引诱: (iphone,pad,…分心)

2015:察看蚂蚁! 勤劳的智慧



懒惰的基督徒? (箴 6:6-11)
No! – Not in Anaheim, perhaps in Athens.

“因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 (lazy) 
而行, 什么工都不做, 反倒专管闲事. 我们靠
主耶稣基督吩咐, 劝诫这样的人, 要安静做
工, 吃自己的饭 (Ant)” (帖后 3:11-12)

“我们在你们那里..,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
做工,就不可吃饭!” (帖后 3:10) tough love!

“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 
..12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 自己也就
没有什么缺乏了.” (帖前 4:11-12)
懒惰:缺乏爱心 勤劳: 舍己爱人 (基督)



懒惰的工人? (箴 6:6-11)
No! Not “Baptists,” perhaps “Presbyterians”!
OT: “他看守的人是瞎眼的,都没有知识,都是哑
巴狗,不能叫唤,但知做梦,躺卧,贪睡.11这些
狗贪食,不知饱足;这些牧人不能明白,各人偏
行己路,各从各方求自己的利益.12他们说: ‘
来吧,我去拿酒,我们饱饮浓酒.明日必和今日
一样,就是宴乐无量极大之日’”(赛 56:10-12)

NT: “你是忍心的人,..我就害怕…主人说: ‘你这
又恶又懒的仆人!..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
黑暗里,在那里要哀哭切齿了”(太 25:14-30) 
懒惰:缺乏忠心 勤劳: 忠心良善 (基督)



懒惰:缺乏爱心 勤劳: 舍己爱人 (基督)
懒惰:缺乏忠心 勤劳: 忠心良善 (基督)

蚂蚁的智慧

• 勤劳 (v.7): 自动自发; 自我督促

• 勤劳 (v.8): 把握时机; 未雨绸缪

CBCOC 蚁侠:

长老,男女执事,小组同工,诗班,赞美队员,老师,
祷告伙伴,关怀,接送, 委员会, 财务. . .

• 教会: 80%懒虫/20%蚁侠--CBCOC 100%蚁侠!

• 懒虫箴言: “多做多错; 少做少错; 不做不错!”

• 蚁侠箴言: “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
做主工,..,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懒惰的华人?-No! perhaps “Non-Chinese”!
孔孟之道: 蚂蚁雄兵; 劳苦打拼!

• 耶稣的智慧: “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
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地上勤劳蚂蚁 天上愚昧懒虫!

母亲:自动自发; 自我督促;把握时机; 未雨绸缪

1993受难节: 看“宾汉”,信耶稣, 睡好觉, 传福音

1993复活节: 父母受浸

2015九月:肾衰竭;时日不多; It is well安然见主

•懒虫: “麦秋已过,夏令已完,我们还未得救!”

•蚁侠: “看哪, 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 现在正是
拯救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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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