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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 TO WORSHIP

宣召



3 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
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
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4 他诚然担当
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
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 5 哪
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
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
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6 我们都如羊走
迷, 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
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以赛亚书 53:3-6)



OPENING HYMN

讚美詩



#370 

“Revive Us Again” 

“使我復興”



#370 Revive Us Again 1/4

We praise Thee, O God, for the Son of Thy love,

For Jesus who died and is now gone above.

Hallelujah, Thine the glory! Hallelujah, amen!

Hallelujah, Thine the glory! Revive us again.

讚美我天父, 因祂如此愛世

願意差遣獨生子, 為罪人受死

哈利路亞, 榮耀歸主, 哈利路亞, 阿們

哈利路亞, 榮耀歸主, 使我得復興



#370 Revive Us Again 2/4

We praise Thee, O God, for thy Spirit of light,

Who has shown us our Savior and banished our night

Hallelujah, Thine the glory! Hallelujah, amen!

Hallelujah, Thine the glory! Revive us again.

讚美保惠師, 奉主差遣降臨

特為開導並照亮, 又感化我心

哈利路亞, 榮耀歸主, 哈利路亞, 阿們

哈利路亞, 榮耀歸主, 使我得復興



GREETING 問安
請關手機







SINGSPIRATION

詩歌頌讚



PRAYER

禱告







家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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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宣: 侗族, 台湾监狱

 感恩见证会 (11/21, Sat)

 圣诞节联合崇拜/浸礼 (12/20, Sun)

 代祷: Tai, Marcus

 周牧师 (Raymond/Teresa), Alice Chan, 
Serena Lam, Huan/Theresa, George, 
Susanna,谷弟兄, 刘弟兄, 软弱肢体



SCRIPTURE

讀經



Proverbs 箴言

6:12-19

(p. 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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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15



“投機者, 懶惰蟲, 與無賴漢” (III)

“Speculator, Sluggard, and Scoundrel”

(箴言 6:1-19)

邓牧師



会友病痛; 如何面对?
罪恶世代: 都病/都死;同病/同舟;都需要医治!
(罪恶 病痛) 基督福音: 赦罪, 医治大能!
• 赛 53:4-5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
们的痛苦. …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 因他
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罪恶得赦免)
• 马太 8:16-17 “…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

, 他..就把鬼都赶出去, 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
的人. ..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 ‘他代替我们
的软弱, 担当我们的疾病.”  (病痛得医治)
罪恶: 心灵的病死 (创 3); 身体的病死(创 5)
福音: 心灵的复活 (弗 2); 身体的复活 (罗 8)



智慧的医治: 罪 (Folly) 的解剖学 (箴6:1-19)
“Solomon’s Anatomy所罗门解剖学”

• 投機病 (vv. 1-5):
• 病因: 贪心, 面子
• 病症: 击掌
• 病果: 债务
• 药方: 谦卑 (鹿/鸟)
• 懶惰病 (vv. 6-11):
• 病因: 不爱不忠 or “Hakuna Matata ”
• Lion King -- Simba: 作狮王? Give me a break!
• 服事,聚会,追求成长,奉献,读书会,..多麻烦啊
• 喝茶, 看报(手机), . . .多逍遥啊!



Hakuna Matata!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Ain't no passing craze.

It means no worries for the rest of                              

your days.

It's our problem-free philosophy.

Hakuna Matata!

Hi, Kids, Those two words will solve all 

your problems!

船到桥头自然直!!!



智慧的医治: 罪 (Folly) 的解剖学 (箴6:1-19)
“Solomon’s Anatomy所罗门解剖学”

• 投機病 (vv. 1-5):
• 病因: 贪心, 面子
• 病症: 击掌
• 病果: 债务
• 药方: 谦卑 (鹿/鸟)
• 懶惰病 (vv. 6-11):
• 病因: 不爱不忠 or “Hakuna Matata ”
• 病症: 抱手
• 病果: 贫困
• 药方: 勤劳 (蚂蚁)



智慧的医治: “罪 (Folly) 解剖学” (箴6:1-19)

投機病 (vv. 1-5) & 懶惰病 (vv. 6-11):

無賴病 (重病)疹断: (vv. 12-15 人, 16-19 神)

• A 七病症 (人, 12-14): 1) 恶徒, 2)乖僻的口, 3) 
传神的眼, 4) 示意的脚, 5) 点划的指, 6) 乖僻
的心,常设恶谋, 7) 布散分争

• B 病入膏肓 (15): 顷刻败坏,无法可治!

• B’病入膏肓(16): 神所恨恶, 神所憎恶!

• A’七病症 (神, 17-19): 1)高傲眼, 2)撒谎舌, 3)
流无辜人血手, 4)图谋恶计心, 5)飞跑行恶脚, 
6)吐谎言的假见证, 7)弟兄中布散分争的人



無賴病七特征: (vv. 12-15 人, 16-19 神)

无赖汉:匪徒/恶人箴10:10-12; 16:27-28; 19:28 

• 1) 无用恶人

• 无赖汉 “Man of Belial: worthless man”

• v. 12 “恶徒”: 无用, 无价值, 失味之盐

• 2) 全身败坏

• 12-14: 乖僻的口, 传神的眼, 示意的脚, 点划
的指, 乖僻的心,常设恶谋, 布散分争

• 17-19: 高傲眼, 撒谎舌, 流无辜人血手, 图谋
恶计心, 飞跑行恶脚, 吐谎言的假见证, 弟兄
中布散分争的人



無賴病七特征: (vv. 12-15 人, 16-19 神)

无赖汉:匪徒/恶人箴10:10-12; 16:27-28; 19:28 

1) 无用恶人; 2) 全身败坏

• 3) 钢硬的心

• 14 乖僻的心,常设恶谋; 18 图谋恶计的心

• 马可 7..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
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讟,骄傲,
狂妄,..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能污秽人

• 4) 恶毒的酵

• 14 布散分争 19 弟兄中布散分争的人

• 林前 5 “岂不知一点面酵..?”: 鸡犬不宁!



無賴病七特征: (vv. 12-15 人, 16-19 神)
1)无用恶人2)全身败坏 3)钢硬的心4) 恶毒的酵

• 5) 魔鬼之子
• 无赖汉 Man of Belial 彼列: 林后6 “基督和
彼列有什么相和呢?”

• 约翰 8 “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 ….”
• 6) 可怒之子
• 16 耶和华所恨恶,..他心所憎恶的 (弗 2)
• 7) 无可救药
• 病入膏肓 (15): 顷刻败坏,无法可治!
• 病入膏肓(16): 神所恨恶, 神所憎恶!
• 投機病 (vv. 1-5) & 懶惰病 (vv. 6-11):有药方



無賴七特征: 无用恶人; 全身败坏 ; 钢硬的心
; 恶毒的酵; 魔鬼之子; 可怒之子; 无可救药
無賴病人 ??? (vv. 12-15 人, 16-19 神):

• 创 4 该隐: 流无辜人血的手
• 创 6 洪水一代:“终日所思想的(心)尽都是恶”
• 士 20:13 “匪徒”: Civil War 弟兄中布散分争
• 撒上 2 以利二子“恶人”:顷刻败坏, 无法可治
• 撒上 25 拿八: 高傲眼
• 王上 21:25-26 从来没有像亚哈的,因他自卖,
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受了王后耶洗别
的耸动, 就照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
的亚摩利人,行了最可憎恶的事,信从偶像.



無賴病七特征: (vv. 12-15 人, 16-19 神)

无用恶人; 全身败坏 ; 钢硬的心; 恶毒的酵;

魔鬼之子; 可怒之子; 无可救药

撒下 23:5-7 大卫之诗: 强烈对比!

• “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神却与我立永远的
约. 这约凡事坚稳,关乎我的一切救恩和我一
切所想望的,他岂不为我成就吗? 6 但匪类都
必像荆棘被丢弃,人不敢用手拿它. 7 拿它的
人必带铁器和枪杆, 终久它必被火焚烧.”

无赖汉 in Anaheim?  No ! . . .?

Dr. Paul (新约时代): 罗马书 3:10-18



Dr. Paul: 新约时代的无赖汉 (罗马书 3:10-18)

“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没有明白的,没有寻
求神的. 12 都是偏离正路, 一同变为无用;没有
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 13 他们的喉咙是敞开
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虺蛇的毒
气,14 满口是咒骂苦毒.15 杀人流血,他们的脚
飞跑;16 所经过的路,便行残害暴虐的事; 17 平
安的路, 他们未曾知道. 18 他们眼中不怕神.”

无赖汉的世界 (罗马书 3:9):

“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决不是的! ..
我们..证明: 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

一同变为无用 (Man of Belial: 无赖汉)



无赖汉的世界 (罗马书 3:9):

“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

Dr. Paul: “无用恶人” (罗 3:19-20): 无可救药!

“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
的,好塞住各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
之下. 所以凡有血气的, 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
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撒下 23:5-7 Dr. 大卫末了之诗:

“但匪类都必像荆棘被丢弃,人不敢用手拿它.
拿它的人必带铁器和枪杆,终久它必被火焚烧.

Dr. Solomon病入膏肓(15):顷刻败坏,无法可治!



无赖汉的世界:

旧约律法: 顷刻败坏, 无可救药 (罗 3:19-20)

新约福音: 因信称义, 赦免医治 (罗 3:21-24)

“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
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
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
罪 (无赖汉),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
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

A Down Syndrome baby girl (约 3:16)

9/13 母亲高唱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
有悲哀,哭号,疼痛,..以前的事…一切都更新了!



RESPONSE  HYMN

回應詩



#359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我心靈得安寧”



1)

有時享平安, 如江河平又穩，
有時悲傷來, 似浪滾，

不論何環境，我已蒙主引領﹕
“我心靈, 得安寧，得安寧。”

我心靈(我心靈)，得安寧(得安寧)，
我心靈得安寧，得安寧。



2)

撒旦雖來侵，眾試煉雖來臨，
我有主保證, 在我心，

基督深知我, 無依靠之苦境，
甘流血, 救贖我, 賜安寧。

我心靈(我心靈)，得安寧(得安寧)，
我心靈得安寧，得安寧。



3)

回想我眾罪, 已全釘十架上，
罪擔得脫下, 心歡暢，

我要常思念, 主慈愛，主恩情，
讚美主，我心靈, 得安寧。

我心靈(我心靈)，得安寧(得安寧)，
我心靈得安寧，得安寧。



4)

求主快再來，使信心成眼見，
雲彩將捲起, 在主前，

號筒聲吹響，从天上, 主降临,
願主來，我心靈必安寧。

我心靈(我心靈)，得安寧(得安寧)，
我心靈得安寧，得安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