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訊

毕业生 (箴言 3)

主日学教室 (但以理書)

长老/新男执事&女执事甄选: 代祷

野餐 (7/4, Sat)

 VBS暑期圣经学校同工会 (7/5, 2pm)
 Child Safety (6/28, 7/12, 8/16, 12:30pm)

代祷: George, Alice, Susanna, 软弱肢体
 皇甫慕三, 江天笭; 谷弟兄



SCRIPTURE

讀經



Proverbs 箴言

3:11-20

(pp. 964-966)



11 我兒，你不可輕看耶和華的管教，也不
可厭煩他的責備。 12 因為耶和華所愛的，
他必責備，正如父親責備所喜愛的兒子。

13得智慧,得聰明的,這人便為有福！ 14因
為得智慧勝過得銀子，其利益強如精金；
15 比珍珠寶貴，你一切所喜愛的都不足與
比較。 16 她右手有長壽，左手有富貴。
17 她的道是安樂，她的路全是平安. 18 她
與持守她的做生命樹, 持定她的俱各有福.
19 耶和華以智慧立地，以聰明定天, 20 以
知識使深淵裂開,使天空滴下甘露。





SERMON

信息

6/28/15



“追求快樂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III) : 擁抱智慧

(箴言 3:1-35)

邓牧師



毕业生主日: 学成, 感谢神!

• 费钱费力, 为啥? 追求什么? --快乐生活

如何得到快乐?

• 追求: 美国梦! 中国梦! 五子登科; 就有快乐 ?

• “We don’t live for happiness, we live for 
holiness.” (The Road to Character, Brooks)

• “Be holy, because I am holy 圣洁” (?)

圣洁生活 智慧生活

圣经父母的家教: 快乐生活 (箴言 3:1-35)

• 智慧生活 (本) 快乐生活 (末)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 (?)



三段家教: 追求智慧; 生活快乐 (箴言 3:1-35)

• 1) 愛神: 与神的关系 (vv. 1-10)

• 五个教导 (vv. 1,3,5,7,9): “靠己或靠神?”

•主题:不要自认聪明,失去快乐人生!

• 3) 愛人 : 与邻舍的关系 (vv. 21-35)

• 五个禁止 (vv. 27-31): “自私或舍己?”

•主题:不要不识好歹, 以至害人害己!

2) 愛智慧: 与智慧的关系 (vv. 11-20)

• 五个赞美 (vv. 14-18): “粪土或智慧?”

• 主题: 不要轻看管教, 失去智慧至宝!



愛智慧: 五个赞美 (箴 3:11-20)

vv.11-12 “我儿, 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 也
不可厌烦他的责备. 12因为耶和华所爱的, 
他必责备, 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 

管教/责备 智慧

1:2,7 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 (管教). ..敬畏耶
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

1:22,25,30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 ..不肯受我
的责备,..不听我的劝诫,藐视我一切的责备.

v.11 我儿, 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 也不可
厌烦他的责备. 

愛智慧: 愛,接受,顺服管教/责备 (三原因)



学智慧: 要接受管教/责备:三原因

• 我们生来愚昧
• 箴 22:15 愚蒙迷住孩童的心, 用管教的杖可
以远远赶除.

• “Terrible 2: My, my,..”: “Terrible 52?”

• 我们常作傻事
• 目的: 救赎性 (再次机会悔改)

• 启 3:19-20凡我所疼爱的, 我就责备管教他, 
所以你要发热心, 也要悔改. 看哪, 我站在
门外叩门; 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 我要
进到他那里去, 我与他, 他与我一同坐席.

• 上帝疼爱我们



学智慧: 要接受管教/责备:三原因

我们生来愚昧; 我们常作傻事; 上帝疼爱我们

• 启 3:19凡我所疼爱的, 我就责备管教他

• 箴 3:12因为耶和华所爱的, 他必责备, 正如
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

来 12你们所忍受的, 是神管教你们, 待你们如
同待儿子…你们若不受管教, 就..不是儿子了
…凡管教的事, 当时不觉得快乐, 反觉得愁苦
, 后来..经练过..结出平安,义的果子 (智慧).”

CBCOC 管教吗?: “家丑不扬”; “没有爱心?”

学智慧--需要: 神管教, 人管教, 教会管教!

轻视, 厌烦管教/责备? 死硬派:落入地狱,怪谁?



学智慧: 要接受管教/责备 (vv. 11-12)

学智慧: 愛智慧如至宝 [My Precious](13-18)

13得智慧, 得聪明的, 这人便为有福! 

14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 其利益强如精金.

15比珍珠宝贵,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与比较.

(13) 得智慧 + (18) 持守智慧: 有福人 [2 原因]

1) 智慧价值 (13-15): 无价之宝 (不足与比较)

2) 智慧祝福 (16-18): 幸福人生 (平安路,生命树)

16她右手有长寿, 左手有富贵. 

17她的道是安乐, 她的路全是平安. 

18她与持守她的做生命树, 持定她的俱各有福



学智慧: 愛智慧如至宝 [My Precious](13-18)

13得智慧, 得聪明的, 这人便为有福! 

14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 其利益强如精金.

15比珍珠宝贵,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与比较.

智慧的价值 (13-15):无价之宝

“一切所爱的”: 学位,成就,存款,股票,地产,国
色,宝马,粉丝,手机(i),爱人,儿女,偶象,最爱..”

得智慧/成圣/成熟: [“My Precious?”]

•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哪里.

• 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一颗重价的珠子，
人…欢欢喜喜地去变卖一切所有的, …

• 你们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不能做我的门徒.



智慧的价值 (13-15):无价之宝

“一切所喜爱的”: 学位,成就,存款,股票,地产,
国色,宝马,粉丝,手机 (i),爱人,儿女,偶象,最爱

智慧 (无价之宝): 去那找?: Google it!?

西 2 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 就是基督, 3所积
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

腓 3将万事当做有损的, 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
耶稣为至宝. 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 看做粪
土, 为要得着基督, . . . 

林前 1-2 钉十架基督: 神的智慧!

基督徒 (得智慧之宝): 跟随基督, 十架道路

你识货吗?: “没有基督, 都是粪土!” (gospel it!)



16她右手有长寿, 左手有富贵. 

17她的道是安乐, 她的路全是平安. 

18她与持守她的做生命树, 持定她的俱各有福

智慧的祝福 (16-18):幸福人生 (平安路,生命树)

约 3, 10 “永远,丰盛的生命”: 平安路,生命树

• 平安路:Shalom (创 1-2; 启 21-22): 天人合一

• 罪/愚昧 (创 3): 糟蹋平安; 汗水泪水

• 弗 2 “因他是我们的和睦.”

• 生命树:Life (创 1-2; 启 21-22): 幸福人生

• 罪/愚昧 (创 3):自认聪明; 自食其果

• 西 3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智慧: 回家/重回乐园; 二次机会: 生命平安



智慧祝福 (16-18): (平安路,生命树)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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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 神的创造, 治理 (我们的存在, 存活)

智慧生活: 按照神的设计/旨意生活

• 婚姻/同性戀-性行為: 神?或最高法院?

箴14 “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

弗 5 你们要谨慎行事, 不要像愚昧人, 当像智
慧人. 16要爱惜光阴, 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17不要做糊涂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悔改,信福音”: 愚昧(己路)     智慧 (箴 3)

•二次机会: 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悔改,信福音”: 愚昧(己路)     智慧 (箴 3)
二次机会: 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跳傘兵 (愚昧) 神學生 (智慧)
許醫生 (愚昧) 许教授 (智慧)

• 香港赴美: 10 年-学业有成 (UCLA, MD; PhD)
• 10年-功成名就, 五子登科

晴天霹雳: 失去意义; 失去健康
• 青年牧师; 管教责备: 失去初爱; 害人害己

接受管教:谦卑悔改; 赦罪医治!
二次机会: 热爱智慧; 变卖一切

箴 3 爱神?愛人?愛智慧?: “然而, 有一件事我
要责备你, 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 . .”





RESPONSE  HYMN

回應詩



#183 

“Fairest Lord Jesus”

“美哉主耶穌”



#183  Fairest Lord Jesus  1/2

美哉主耶穌, 宇宙萬物主宰

祂是真神降世為人

我心所景仰, 我靈所崇敬

是我榮耀冠冕歡欣

美哉芳草地, 原野更是美麗

大地披上彩色春衣

耶穌更美麗, 耶穌更清潔

使憂傷心發出歌聲



#183  Fairest Lord  Jesus  2/2

陽光多美麗, 月光更覺清新

繁星點點燦爛閃耀

耶穌更光明, 耶穌更皎潔

天使榮光不足比較

美哉主耶穌, 統轄萬國萬民

世人救主天上真神

尊貴與光榮, 讚美與敬崇

都歸主耶穌到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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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