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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你就是大海中的船, 
在你船上是何等平安

離開你的我, 痛苦連綿，好像矌野迷羊一般。
回想往事, 澈夜難眠, 怎能忘記你的恩典？

疾病中醫治，困苦中幫助，孤單時你常陪伴。
怎能忘記那一次次的拯救?
怎能忘記那經上的勸勉？

怎能忘記那舉手時的諾言？
怎能忘記那靈魂的呼喚？

主啊你愛直到永遠, 主啊你愛永不改變。
主啊願你拉著我的手, 让我把我的路走完.



CALL TO WORSHIP

宣召



約伯記 28:18-28
18…,智慧的價值,勝過珍珠. 19古實的紅璧
璽,不足與比較. 精金, 也不足與較量.

20 智慧從何處來呢? 聰明之處在那裡呢? 21
是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隱藏,向空中的飛鳥
掩蔽. 22 滅沒和死亡說, 我們風聞其名!

23 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曉得智慧的所在. 24
因他鑒察直到地極,遍觀普天之下. 25要為風
定輕重,又度量諸水. 26他為雨露定命令,為
雷電定道路. 27那時他看見智慧,而且述說.
他堅定,並且查究. 28 他對人說,敬畏主, 就是
智慧, 遠離惡, 便是聰明!



OPENING PRAYER

禱告



GREETING 問安
請關手機



SINGSPIRATION

詩歌頌讚





Christmas Joint Service
聖誕聯合崇拜
Sunday, December 20 15

Come, hear the joyful music ringing. 
Come, hear the message that it brings…..

來, 聽那歡樂歌聲高唱.
聽它帶給你的信息……..

Please come join our Christmas joint service
with your family and friends.

請邀請親友來參加本教會的聖誕聯合崇拜.

Chinese Baptist Church of Orange County
412 E. Broadway, Anaheim, CA

714-533-6681



家訊

 姊妹會: 聖誕慶祝 (12/17, Thurs,9:30am)

 联合崇拜 (12/20, Sun, 10am): 幼儿班

 浸礼 (12/20, Sun, 1:30pm)

 邓牧师行程

 12/23/15-1/1/16 台湾

 1/2-1/13 东北

 1/14-1/16 探望 Daniel/Deborah

2016 事工展望 (Today, 1:15pm)

代祷: Olivia君杰, Nelson, Daniel’s 侄女,
Teresa, Huan, George, 刘弟兄, 软弱肢体



SCRIPTURE

讀經



Proverbs 箴言

8:22-36

(pp. 971-973)



22 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
先,就有了我. 23 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
前,我已被立. 24 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
我已生出. 25 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
我已生出. 26 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
野,并世上的土质,我已生出. 27 他立高天,我
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划出圆圈, 28 上使
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 29 为沧海定出界
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
30 那时, 我在他那里为工师，日日为他所
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 31 踊跃在他为
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



32 “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因为谨守我
道的便为有福。 33 要听教训，就得智慧，
不可弃绝。 34 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
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便为有福! 35 因
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
恩惠。 36 得罪我的, 却害了自己的性命，
恨恶我的, 都喜爱死亡.





SERMON

信息

12/13/15



“毛遂自薦 (IV)”

“價值連城; 八面玲瓏;亙古見證”

(箴言8:22-31)

邓牧師



“年青好? 年老好? // 黑发好? 白发好?”

美国:人间天堂(青年人!...老年人?) 崇拜青春!

圣经角度: 肯定 “白发”! 敬老尊贤!

•利19 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也要尊敬
老人,又要敬畏你的神. 我是耶和华.

•箴16;20 白发是荣耀的冠冕, …白发为老年人
的尊荣.

•但7 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
在者. ..衣服洁白如雪, 头发如纯净的羊毛…

•启1 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

人: 走下坡; 入黄泉!  神: 走上坡; 进荣耀!



圣经角度: 肯定白发! 敬老尊贤!

智慧角度: 越老越好;老薑权柄!

•伯15 “你岂是头一个被生的人吗?你受造在
诸山之先吗? 你曾听见神的密旨吗?你还将
智慧独自得尽吗? 你知道什么是我们不知道
的呢?你明白什么是我们不明白的呢? 我们
这里有白发的和年纪老迈的比你父亲还老!”

智慧妇人;绝对权威!?  “有白发的&年纪老迈”

箴 8 “听从我,..那人便为有福! 寻得我的就寻
得生命, 得罪我,…恨恶我的都喜爱死亡.”

“不听老人 (妇) 言; 吃亏在眼前!”



智慧妇人的自传 (箴 8)

•她的自薦 (22-31): 智慧与创造 (智慧设计)

•她的年龄 (22-26): 宇宙的年龄

•她的见证 (27-29): 宇宙的被造

•她的喜悦 (30-31): 宇宙的美好

箴 3 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 20 以知
识使深渊裂开, 使天空滴下甘露.

活在天地宇宙(安身立命,安居乐业):智慧聪明

35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

36得罪我的却害了自己的性命,

恨恶我的都喜爱死亡.”



她的生日/年龄 (22-26): 宇宙的年龄

22 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
先,就有了我. 

• “起头..之先,就有了我”: 万物中“首生”者

•基督 西 1:15 “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The firstborn of all creation.”

基督是被造的?

•亚流异端 Arian Heresy (JW; Liberalism)

•基督 = 智慧妇人 (断章取义;错误解经)

•系统神学: 全面平衡 “独一全智的神” (罗16)

•1)智慧: 神的属性;   2) 创造: 从无而出



•22 “起头..之先,就有了我”: 万物首生!

•23 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

来自永恒!

24-26 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大
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 ..还没
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土质,...” 比宇宙老!

目的: 越老越智! -- 你听谁?

同龄 (T. Swift)?: 所罗门傻儿子-大半江山!

华盛顿,毛主席? 孔孟,佛祖,穆罕默德,柏拉图?

黄帝?老祖宗?亚伯拉罕?亚当夏娃?

“還沒有亞伯拉罕,就有了我!”: “你们要听他!”



年龄 (22-26): 万物首生, 来自永恒, 比宇宙老

智慧妇人: 老态龙钟?

No. But 青春永驻! -- 像耶稣 (来自永恒!!!)  

•她的见证 (27-29): 27 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
在渊面的周围划出圆圈.

宇宙的被造: “我在那里” 她在现场/见证人

•进化理论: 达尔文,跟随者:  “我在那里!???”

耶稣的复活: 使徒,门徒,妇女: “我们在那里!”

•多马怀疑: “我的主/神!”--“我已经看见主了”

• “你因看见了..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

“记这些事..信耶稣是基督..神的儿子..得生命”



她的见证 (27-29): 宇宙的被造: 我在那里!

27他立高天,..他在渊面的周围划出圆圈.28 上
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29 为沧海定出界
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

上帝 (大禹)治水: 沧海/大水的控制 (v. 29)

分开 (创 1): (27-28)天地; (29) 陆海: 生命滋长

海: 摧毁破坏的能力 Chaotic Force!

挪亚洪水(反创造); 04海啸:2万3千A.B./~25万

•长江黄河发大水//全球暖化: “Waterworld”

神的命令大能:大西/太平/印度洋:“不可越过”

耶稣话语大能: “住/静..风和海也听从他了!”



她的年龄 (22-29): 比宇宙还老 (听她)

她的见证 (27-29): 宇宙的被造 (生命)

她的喜悦 (30-31): 宇宙的美好

“30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工师,日日为他所喜爱,
常常在他面前踊跃,31 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

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

她的参与: “工 師Craftsman” (“Amen”)/中保

像基督!

•西 1 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
地上的….一概都是借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

•约 1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
不是借着他造的.



她的参与: “工 師Craftsman” (“Amen”)/中保

“30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工师,日日为他所喜爱,
常常在他面前踊跃,31 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

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Adam)之间.”

她的喜悦: 30 神面前; 31 人面前: 宇宙的美好

非白发老妇; 乃喜笑孩童!

• “踊跃; 踊跃”: laughing 

• “喜爱;喜悦”: playing

•像上帝宣告: “It was good; . . . Very Good!”

•像圣诞基督: “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
喜爱他的心都一齐增长.”

看!
我的精心杰作!



她的喜悦: 30 神面前; 31 人面前: 宇宙的美好

宇宙万物: “看! 我的精心杰作!?”

• “14无辜受害” (San Bernadino): 妳的杰作?

• “疾病, 癌症, 死亡 (CBCOC)”: 妳的杰作?

•地震,海啸,飓风,战乱,饥荒,难民潮, . . .

•希特勒大屠杀; 十年文革浩劫; . . .

妳的杰作? --设计失误? 整体回收?!

创 3 始祖: 跳出智慧手心; 成为愚昧罪人!

罗8 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
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荣耀.

她的眼泪(1-11,32-36):喜笑孩童 泪眼先知



泪眼女先知: 时候满足; 道成肉身; 圣诞耶稣

他眼泪:“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舍命,多人赎价.”

耶稣的救赎: 新创造; 新宇宙 (箴言 8 辞语)

启3:14 为阿门的[工师],为诚信真实见证的[我
在那里],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首生]

十字架成果: 堕落罪恶宇宙; 上帝的整体回收!

启21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先前的天地已经过
去了,海也不再有了…神要擦去他们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悲哀,哭号,疼痛,..以前的事都过
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

钉痕手中新宇宙: “看! 我的精心杰作!”



箴言 8: 旧创造中神的智慧, 能力

旧约百姓: 归回智慧; 蒙福生活

十字福音: 新创造中神的智慧, 能力

新约百姓: 悔改信靠; 新造的人

罪恶苦海: 起死回生 & 大风巨浪: 平安抵达

林后 5:17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
, 都变成新的了!”

钉痕手中 “你, 我”: “看! 我的精心杰作!”





RESPONSE  HYMN

回應詩



“大海中的船”



主啊你就是大海中的船, 
在你船上是何等平安

離開你的我, 痛苦連綿，好像矌野迷羊一般。
回想往事, 澈夜難眠, 怎能忘記你的恩典？

疾病中醫治，困苦中幫助，孤單時你常陪伴。
怎能忘記那一次次的拯救?
怎能忘記那經上的勸勉？

怎能忘記那舉手時的諾言？
怎能忘記那靈魂的呼喚？

主啊你愛直到永遠, 主啊你愛永不改變。
主啊願你拉著我的手, 让我把我的路走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