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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 TO WORSHIP

宣召



以赛亚书 9:6-7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 有一子赐给我们
，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
奇妙策士、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 他必在大卫
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 以公平、公义使
国坚定稳固, 从今直到永远。

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OPENING PRAYER

禱告



GREETING 問安
請關手機



SINGSPIRATION

詩歌頌讚





家訊

宣教奉献 ($35,000): Video

宣教奉献午餐义卖 (12/6, Sun): 粽子(常青)

 2016 Budget vote (12/6, Sun)

常青团契 (12/4, Fri, 9:30am)

读书会 (神论): 11/30, Mon,7:30pm-9:15pm

联合崇拜/浸礼 (12/20, Sun)

代祷: Nelson, Daniel’s 侄女, Teresa (恢复), 
Huan, George, 刘弟兄, 软弱肢体

国语堂午餐服事: (十一月, 主日学班)



SCRIPTURE

讀經



Proverbs 箴言

8:12-21

(pp. 971-973)



12 “我智慧以灵明为居所，又寻得知识和
谋略。 13 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那骄
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
所恨恶。 14 我有谋略和真知识，我乃聪明
，我有能力。15 帝王借我坐国位，君王借
我定公平。 16 王子和首领，世上一切的审
判官，都是借我掌权。 17 爱我的，我也爱
他; 恳切寻求我的, 必寻得见. 18 丰富尊荣
在我, 恒久的财并公义也在我. 19 我的果实
胜过黄金, 强如精金, 我的出产超乎高银.
20 我在公义的道上走, 在公平的路中行,
21使爱我的承受货财,并充满他们的府库.





SERMON

信息

11/29/15



“毛遂自薦 (III)”

“價值連城; 八面玲瓏”

(箴言8:12-21)

邓牧師



“内圣外王”:儒家最高价值

•内圣 (修身养性): 周孔道德

•外王 (齐家,治国,平天下): 三王功业

追求智慧

内圣12-21我智慧以灵明为居所,..恨恶邪恶,..
我在公义的道上走,在公平的路中行.”

外王15-16帝王借我坐国位,君王借我定公平. 
王子首领,世上一切的审判官,都是借我掌权.

所罗门王 (王上 3)
• “我的神啊,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
• “我赐你聪明,智慧,…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
给你,富足,尊荣,…列王中没一个能比你的.”



“内圣外王”:追求智慧?智慧妇人的自传(箴 8)

•她的自薦 (vv. 12-21): “我” (X6)

•她的人品 (vv. 12-14): 内在美

•她的治理 (vv. 15-16):诸葛亮

•她的赏赐 (vv. 17-21): 贤内助

智慧妇人的居所: 七仙女 (八面玲瓏)

• (12) 靈明 (老练), 知識, 謀略

• (14) 謀略 (慧见), 真知識 (分辨), 聰明, 能力

•智慧与能力: 弱君或暴君 & 上帝: 全智,全能

•弥赛亚 (赛 11) 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 使
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 谋略和能力的灵，知
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的灵.”



她的人品: 内在美 (箴 8:12-14)
智慧妇人的居所: 七仙女 (八面玲瓏)

• (12) 靈明 (老练), 知識, 謀略
• (14) 謀略 (慧见), 真知識 (分辨), 聰明, 能力
•智慧与能力: 一体两面
智慧与思想:考虑,分析,计划,判断,见解,想象

追求智慧: 思想改造!
弗 4 “..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思想)行事…心
地(思想)昏昧,..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
思想)..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
罗12不要效法世界,要心意(思想)更新而变化
诗14; 53 愚顽人心里说: “没有神!”



她的人品: 内在美 (箴 8:12-14)
•智慧与能力: 一体两面; 知行合一
•智慧与思想: 思想改造; 想神所想
•智慧与喜好: 欲望改造: 爱神所爱;恨神所恨!
13 “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那骄傲,狂妄并
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

17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
“自由意志”(ST): 选择我们的至爱!

弗 4 “..存虚妄的心(思想)行事…心地(思想)昏
昧,..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
来11他宁可和神的..不愿暂时享受罪中之乐.”
罗3:18 ..眼中不怕神 (目中无人? 什么都怕,..!)

“内圣”



人品(内圣); 外王: 她的治理 (15-16):诸葛亮
15帝王借我坐国位; 君王(诸候)借我定公平.
16 首领借我掌权; 王子, 颁布一切公义判决.
智慧贤官: 秉公行义 (justice; righteousness)
约书亚申34, 大卫,所罗门王上 3, 以斯拉拉7
•中国历史: 贤君多? 暴君多? (内圣外王?!!)
•枪杆子出政权; 非靠智慧!
•七级地震: SF (60+)/Haiti (150,000/200,000)!
•四川大地震: 学生死伤 (官商勾结)
•Obama/习近平: 靠智慧
•你我: 正心, 诚意, 修身 (内圣: self-rule)
齐家,治国 (教会,工作,关系),平天下 (外王:人)



人品(内圣); 外王: 她的治理 (15-16):诸葛亮
智慧贤官: 秉公行义 (justice; righteousness)
世上国: 枪杆子出政权; 非靠智慧!

•弥赛亚:“我的国不属这世界” (靠智慧/真理)
•赛 9 “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

,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 
…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
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
稳固,从今直到永远.”
•摩 5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儒家理想:“内圣外王/天下为公/世界大同”
那国人?: 中国护照; 美国护照; 天国护照?!

IJM: India



天国护照?: 认识智慧/她的赏赐 (vv. 17-21)
爱上智慧贤内助 (17, 20-21)

17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
20我在公义的道上走,在公平的路中行, 

21使爱我的承受货财,并充满他们的府库. 
•17, 21 你的追求? 你识货吗?  -- “爱我的”
•各 4 “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
•耶稣的应许 (马太 7:7-8)
•20 你的道路?神的道路? “I did it My Way!?”
•上帝的作媒: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
名引导我走义路!”
悔改:不识泰山; 相信: 本乎恩, 因着信



悔改相信: 1) 爱上智慧贤内助 (17, 20-21)
2) 承受永恒天上福 (18-19, 21)

18丰富尊荣在我,恒久的财并公义也在我.
19我的果实胜过黄金,强如精金,
我的出产超乎高银. 

21使爱我的承受货财,并充满他们的府库.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到神面前来的
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 “恒久的财富,公义”:永义但9,有义在其中彼?
• “胜过 . . 超乎”: 天上的财宝
• “丰富尊荣,承受货财,充满府库”:丰盛的生命
致富福音/BF Sales?! (短视)--顾念 “看不见的”



悔改相信:认识智慧; 内圣外王 (17-21)
1) 爱上智慧贤内助 & 2)承受永恒天上福
林前 2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 . . .”
贤内助/天上福: 神好?神的祝福好?

•2015 感恩见证: 1st: “失忆症, . . .”
• “得宝宝, . . .,失工作”
• “四期肺癌, …新头发, …感恩再感恩!”
•白血病: “主讓我受苦,是以誠實待我.這門功
課還在學習中. 不過,目前所獲,已值回票價.
感謝主恩待我,借著這個管教/熬煉,祂讓我
更認識祂,認識自己的缺失,也讓我更確認祂
是愛我,祂不離棄我 (來 12:7, 10).”



神好? 神的祝福好? – 2015 感恩见证:
“他虽然死了, 却因这信仍旧说话”

• Susanna: “we are all sinners and we live in a 
sinful world. Illness is a part of life and 
death is inevitable. But because I have 
repented of my sins and accepted Jesus as 
my Savior and Lord, my sins are forgiven, and 
I'll have eternal life. When I die, I can be 
certain that I'll go to heaven. So death does 
not scare me any more. When I die, I get to 
see and hug Jesus, my Savior and Lord. That 
blessed hope is what gives me peace & joy.”



神好? 神的祝福好? – 2015 感恩见证:
“他虽然死了, 却因这信仍旧说话”

•谷弟兄: “在无神论的国家里,离开了主几十
年,受过政治迫害,遇到过生命风险,品尝过人
间的冷暖险恶,如果没有主的恩典,没有主的
保护,我真不知道还能不能来到美国度过自
己的余生.我的一生验知了我们的主真是一
位仁慈的主，一位伟大的主，一位全能的
主。我决心..参加洗礼,明确公开承认耶稣是
救主,我要与主耶稣同生同死共进天堂.我要
在新的主的家里,多做传福音的事,荣耀主,侍
奉主. 愿主的国度早日降临到人间. 啊门！”



2015 患难中感恩见证: (约伯)
“赏赐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耶和
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难道我们从神手里
得福, 不也受祸吗?”

“祝福的神”比 “神的祝福” 更好!
彼前1“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
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
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
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
效法他们的智慧: “患难中,欢喜盼望神荣耀”
“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至暂至轻苦楚... 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RESPONSE  HYMN

回應詩



#331 

"Himself"

“祂自己”



#331 Himself 1/5

前我要得福祉, 今要得著主; 

前我要得感覺, 今要主言語

前我切慕恩賜, 今要賜恩主; 

前我尋求醫治, 今要主自己

永遠高舉耶穌, 讚美主不歇

一切在耶穌裏, 耶穌是我一切



#331 Himself 2/5

前我忙於打算, 今專心祈求; 

前我常常掛慮, 今有主保佑

前我隨己所欲, 今聽主言語; 

前我不住討求, 今常讚美主

永遠高舉耶穌, 讚美主不歇

一切在耶穌裏, 耶穌是我一切



#331 Himself 1/5

前我要得福祉, 今要得著主; 

前我要得感覺, 今要主言語

前我切慕恩賜, 今要賜恩主; 

前我尋求醫治, 今要主自己

永遠高舉耶穌, 讚美主不歇

一切在耶穌裏, 耶穌是我一切





#331 Himself 3/5

前用己力苦試，今完全信靠；

前要一半救恩，今要全得救；

前常用手拉主，今主手牽我；

前常漂流無定，今錨已拋妥。

永遠高舉耶穌, 讚美主不歇

一切在耶穌裏, 耶穌是我一切



#331 Himself 4/5

前是自己作工，今靠主工作；

前我欲利用主，今讓主用我；

前我尋求能力，今要全能主；

前為自己勞碌，今為主而活。

永遠高舉耶穌, 讚美主不歇

一切在耶穌裏, 耶穌是我一切



#331 Himself 5/5

前我盼望屬主，今知主屬我；

前我燈將熄滅，今照耀輝煌；

前我等待死亡，今候主再來; 

我一切的盼望，安妥主幔內

永遠高舉耶穌, 讚美主不歇

一切在耶穌裏, 耶穌是我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