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訊

教會中餐服事 (八月): 分菜, 飯後清掃

 8/ 3 Jessie's Class
8/10 Jose's Class
8/17 Frank and Pastor kurt Class.
8/24 Chi and Tai's Class.
8/31 Jessie & Jose's Class

 Elizabeth & Jason: Baby Lily

 “月會” (今日, 12:15pm)

 会章修改案表决 (7/27, 8/3):

 Active Member



SCRIPTURE

讀經



創世記 17:1-27

(pp. 22-24)



1 亞伯蘭年九十九歲的時候, 耶和華向他顯
現, 對他說: “我是全能的神, 你當在我面前
做完全人. 2 我就與你立約, 使你的後裔極
其繁多.” 3 亞伯蘭俯伏在地, 神又對他說: 4
“我與你立約, 你要做多國的父. 5 從此以後,
你的名不再叫亞伯蘭, 要叫亞伯拉罕, 因為
我已立你做多國的父. 6 我必使你的後裔極
其繁多, 國度從你而立, 君王從你而出. 7 我
要與你並你世世代代的後裔堅立我的約, 做
永遠的約, 是要做你和你後裔的神. 8 我要
將你現在寄居的地, 就是迦南全地, 賜給你
和你的後裔永遠為業,我也必做他們的神.”



9 神又對亞伯拉罕說：「你和你的後裔，
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約。 10 你們所有的男
子都要受割禮，這就是我與你並你的後裔
所立的約，是你們所當遵守的。 11 你們都
要受割禮，這是我與你們立約的證據。 12
你們世世代代的男子，無論是家裡生的，
是在你後裔之外用銀子從外人買的，生下
來第八日，都要受割禮。 13 你家裡生的和
你用銀子買的，都必須受割禮。這樣，我
的約就立在你們肉體上做永遠的約。 14 但
不受割禮的男子，必從民中剪除，因他背
了我的約。」



15 神又對亞伯拉罕說：「你的妻子撒萊，
不可再叫撒萊，她的名要叫撒拉。 16 我必
賜福給她，也要使你從她得一個兒子。我
要賜福給她，她也要做多國之母，必有百
姓的君王從她而出。」 17 亞伯拉罕就俯伏
在地喜笑，心裡說：「一百歲的人還能得
孩子嗎？撒拉已經九十歲了，還能生養嗎
？」 18 亞伯拉罕對神說：「但願以實瑪利
活在你面前。」19 神說：「不然，你妻子
撒拉要給你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名叫
以撒。我要與他堅定所立的約，做他後裔
永遠的約。



20 至於以實瑪利，我也應允你，我必賜福
給他，使他昌盛，極其繁多。他必生十二
個族長，我也要使他成為大國。 21 到明年
這時節，撒拉必給你生以撒，我要與他堅
定所立的約。」 22 神和亞伯拉罕說完了話
，就離開他上升去了。

23 正當那日，亞伯拉罕遵著神的命，給他
的兒子以實瑪利和家裡的一切男子，無論
是在家裡生的，是用銀子買的，都行了割
禮。 24 亞伯拉罕受割禮的時候，年九十九
歲。 25 他兒子以實瑪利受割禮的時候，年
十三歲。



26 正當那日，亞伯拉罕和他兒子以實瑪利
，一同受了割禮。 27 家裡所有的人，無論
是在家裡生的，是用銀子從外人買的，也
都一同受了割禮。





SERMON

信息

7/27/14



“新的開始A New Beginning”

(創世記 17:1-27)

邓牧師



熱力學第二定律? – “低處流; 走下坡”

房間, 教堂

車子, 身子

人性: 學壞, 懶散, 放縱情慾, 貪得無厭

基督徒生活:自然成長? --喜歡讀經, 禱告, 
傳福音, 聖潔, 愛神愛人? –貪愛世界

教會, 小組, 團契: 彼此相愛, 同心協力, 興
旺福音, 榮耀上帝? – “也不冷也不热”

第二定律 – “低處流; 走下坡”:

 CBCOC 崇拜人數圖



2003-13 崇拜總人數: 490 to 359   (-131)

2014-24崇拜總人數?: 1) 2) 3)

1993-2002 崇拜總人數: 396 to 491   (+95)



2014-24上帝的更新:
个人, 家庭, 小组, 团契, 教会



創 17章: 亚伯拉罕的更新 (99 岁)

創 12-15信心生活的开始 (75 岁)

 “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七十五岁” (12:4)

 “你向天观看, 数算众星, 能数得过来吗?” 又
对他说: 你的后裔将要如此.” (15:5)

 “亚伯兰的妻子撒莱不给他生儿女” (16:1)

 “亚伯兰信耶和华, 就以此为他的义” (15:6)

創 16信心生活的下滑 (85 岁): 十年等候

夏甲生以实玛利 (16:15): 听妻; 邦神!

 v. 16 生以实玛利的时候, 亚伯兰年八十六岁

 17:1 . .年九十九岁的时候, 耶和华向他显现



創 17章: 亚伯拉罕的更新 (99 岁)

創 16:16 “年 86 岁” 創 17:1 “年 99 岁”

13 年!

創 16信心生活的下滑: 13 年之久!

 13 年之久: 信心走下坡路, 偏離了神的心意

 13 年之久: 靠自己, 不再仰望神的應許!

 13 年之久: 以為以實瑪利就是神的應許!

 13 年之久: 妻妾相爭, 雞犬不寧!

 13 年之久: 神的沉默; 神的放棄?!



創 16信心生活的下滑: 13 年之久!

創 17 章亚伯拉罕: 信心生活的更新 (99 岁)

神的话语 (vv. 1-22): 五段话

 約的應許和祝福 (1, 2, 4, 5)

 亚伯拉罕的回应 (祷告)

 敬拜 & 疑问 (vv. 3a, 17-18)

 約的責任與順服 (1, 3)

亚伯拉罕的顺服 (vv. 23-27)

你我更新的道路

CBCOC更新的道路



亚伯拉罕之約: 應許和祝福 (創 12, 15, 17 章)

 “我必使你的後裔極其繁多, 國度從你而立, 
君王從你而出” (万国君王, 多王多后)

 “堅立我的約, 做永遠的約” (永恒关系)

 “就是迦南全地, 賜給你和你的後裔永遠為
業” (更美家乡)

 “我也必做他們的神” (亲密关系)

 “不再叫亞伯蘭, 要叫亞伯拉罕” (新的名字)

亚伯拉罕的回应1 “亞伯蘭俯伏在地” (v. 3a)

 “我们纵然失信, 他仍是可信的”

 13 年的下滑 (2nd chance): 神的怜悯, 信实



亚伯拉罕之約: 應許和祝福 (創 12, 15, 17 章)

始作俑者: 撒萊?

 “不可再叫撒萊, 她的名要叫撒拉. 16 我必
賜福給她, . . 得一個兒子. 我要賜福給她, . 
. 做多國之母, 必有百姓的君王從她而出.”

亚伯拉罕的回应2 : 疑问 (vv. 17-18)

 丈夫的不孕 * 妻子的不孕

 “但願以實瑪利活在你面前!!!”

神的回答? “不然!” (vv. 19-22)

 “应许之子: 以撒, 非以實瑪利”

 “不从血气, 情欲, 人意生, 乃是从神生的!”



亚伯拉罕之約: 應許和祝福 (創 12, 15, 17 章)

加 3:7 “以信为本的人, 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万国君王, 多王多后):

 既是儿女, . .和基督同做神的后嗣. 如果我
们和他一同受苦, 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我们若能忍耐, 也必和他一同做王

 (永恒, 亲密关系): 我们呼叫: “阿爸！父!” 圣
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更美家乡): 新天新地; 新耶路撒冷

 (新的名字): “基督徒”

在基督里, 新造的人: 已经成就, 还要完全成就



亚伯拉罕之約: 責任與順服 (17:1, 9-14)
亚伯拉罕与后裔: “要受割禮”
 “你和你的後裔, 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約. 
你們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禮, . .是我與你
並你的後裔所立的約, 是你們所當遵守的.”

 心的割礼: “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 乃是基
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 (西 2)

亚伯拉罕与后裔: “在我面前, 做完全人”
 行公义, 好怜悯 , 存谦卑的心, 与你神同行
 你们要完全, 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是圣洁的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創 16 章亚伯拉罕: 信心生活的下滑 -- 13 年!

創 17 章亚伯拉罕: 信心生活的更新 (99 岁)

神的话语 (vv. 1-22): 五段话

 亚伯拉罕之約: 應許和祝福

 亚伯拉罕之約: 責任與順服

听道 + 行道: 亚伯拉罕的顺服 (vv. 23-27)

不妥协: 

 “遵着神的命” & “家里的一切男子” (v. 23)

不拖延: 

 “正当那日” (v. 23) & “正当那日” (v. 26)

亚伯拉罕走上更新之路: 献以撒 (創 22 章)



創 16 章亚伯拉罕: 信心生活的下滑 -- 13 年!

創 17 章亚伯拉罕: 信心生活的更新 (99 岁)

听道 + 行道: 亚伯拉罕的顺服 (vv. 23-27)

不妥协 + 不拖延: “正当那日” (vv. 23, 26)

“正当那日” (创 7:13 挪亚; 出 12:17 以色列) 

今日: 7/27/2014

林后 6:2 “看哪, 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    
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你们当悔改, 信福音!”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姊妹: 信心生活的下滑 -- 30 年!





RESPONSE  HYMN

回應詩



“Wonderful Love”

“主的妙愛”



#309 Cleanse Me 1/8

親愛的主！你今召我回來，

面臨你愛，使我深覺慚愧；

像我這樣，你竟還肯愛我，

阿主你愛，真是令人難猜！
O my dear Lord, “Come back,” you call to me.

As your pure love, stirs deepest shame in me.

To one like me, your boundless love extends;

Such love of yours, I cannot comprehend.



#309 Cleanse Me 3/8

我雖曾說：主阿，我深愛你；

雖曾自誇：我永不離開你；

曾幾何時，我又將你離棄，

向你背約，使你傷心歎息!
Though I have said, “I love you from my heart.”

And made this boast, “From you I’ll never part.”

Yet times I have, ignored you in my pride.

And caused you pain, and cast my vow aside.



#309 Cleanse Me 5/8

但是主阿，你不因此灰心！

你那妙愛, 催你將我找尋；

直到尋見，懷抱我在你心，

撫我領我，使我歸回羊群。
Yet my dear Lord, you never turn away.

Your wondrous love still seeks me every day.

And when I’m found, you bear me in your arms.

To your sheepfold, safe from all life’s alarms.



#309 Cleanse Me 2/8

主阿，你愛，奇妙的愛，

長闊高深，真是令人難猜；

雖然我曾, 一度叫你傷懷，

但主你愛, 卻又將我找回。
O Lord your love, such wondrous love,

Surpassing thoughts, all measurements above;

Though I have sinned and caused you so much pain,

yet Lord, your love has brought me back again.



#309 Cleanse Me 7/8

主阿現在, 我不敢離你懷，

我又何敢, 辜負你的恩愛；

我懇求你, 保守我不失敗，

直到你愛, 被我充分了解。
Now my dear Lord, I’ll never leave you more.

I could not bear to grieve your love so sore.

I plead, dear Lord, preserve me from all sin.

Until your love fills all my heart within.



#309 Cleanse Me 6/8

主阿你愛，奇妙的愛，

長闊高深，真是令人難猜；

雖然我曾, 一度叫你傷懷，

但主你愛, 卻又將我找回。
O Lord your love, such wondrous love,

Surpassing thoughts, all measurements above;

Though I have sinned and caused you so much pain,

yet Lord, your love has brought me back ag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