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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 TO WORSHIP

宣召



4 以色列阿、你要聽．耶和華我們神
是獨一的主。 5 你要盡心、盡性、盡
力、愛耶和華你的神。 6 我今日所吩
咐你的話、都要記在心上． 7 也要殷

勤教訓你的兒女、無論你坐在家裡、
行在路上、躺下、起來、都要談論。
8 也要繫在手上為記號、戴在額上為
經文。 9 又要寫在你房屋的門框上、

並你的城門上。

(Deuteronomy申命記 6:4-9)



OPENING PRAYER

禱告



GREETING 問安
請關手機



SINGSPIRATION

詩歌頌讚





家訊

 Susanna姊妹追思礼拜 (10/17)

短宣: 侗族, 台湾监狱

读书会: 系统神学 (神论): 8周 (每周一晚上)

 10/19, Mon,7:30pm-9:15pm

感恩见证会 (11/21, Sat): 邀请; 烤火鸡

圣诞节联合崇拜/浸礼 (12/20, Sun)

代祷:周牧师 (Raymond/Teresa:10/28 手术), 
Alice Chan, Serena Lam, Huan/Theresa, 
George,,谷弟兄, 刘弟兄, 软弱肢体

Hannah Zhang: 回中国



SCRIPTURE

讀經



Proverbs 箴言

6:20-35

(pp. 969-970)



20 我儿, 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 不可离弃你
母亲的法则, 21 要常系在你心上, 挂在你项
上. 22 你行走, 它必引导你; 你躺卧, 它必保
守你;你睡醒,它必与你谈论。 23因为诫命
是灯，法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
， 24 能保你远离恶妇，远离外女谄媚的舌
头。25 你心中不要恋慕她的美色，也不要
被她眼皮勾引。 26 因为妓女能使人只剩一
块饼，淫妇猎取人宝贵的生命。 27 人若怀
里揣火，衣服岂能不烧呢？ 28 人若在火炭
上走，脚岂能不烫呢？ 29 亲近邻舍之妻的
也是如此，凡挨近她的不免受罚。



30 贼因饥饿偷窃充饥，人不藐视他
， 31 若被找着，他必赔还七倍，必将家中
所有的尽都偿还。 32 与妇人行淫的便是无
知，行这事的必丧掉生命。 33 他必受伤损
，必被凌辱，他的羞耻不得涂抹。 34 因为
人的嫉恨成了烈怒，报仇的时候决不留情
。 35 什么赎价他都不顾，你虽送许多礼物
，他也不肯干休。





SERMON

信息

10/18/15



“昂貴的代價”

“A Costly Business”

(箴言 6:20-35)

邓牧師



“…Hope for the American Marriage?” (TIME,09)

婚姻解体的危机: 离婚,同居,单亲,私生,暴力,..
• 社会问题: 主要根源
• 2015 同性婚姻合法; Next: 多妻多夫?
正面: 基本功夫 (“婚姻的意义”: 周五)
负面: 最大伤害? --婚外情 (姦淫罪)

• 婚姻(一体): 最亲密关系; 姦淫: 最严重出卖
• 婚外情 (频繁): “车祸”, 司空见惯
网络时代 (性泛滥/性诱惑): 持守婚约?!

“Playboy (性解放的象徵 ) is dead!”:改邪归正? 
箴言 6:20-7章: 家教 (性教育)

时代需要: 一针见血, 老少咸宜, 单身/结婚



箴言 6:20-35胜过性诱惑?

性泛滥时代: 教育,辅导,立法,道德,… (治标)

箴 6:23-24 “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是光,训诲的责
备是生命的道,能保你远离恶妇,远离外女谄
媚的舌头”

詩 119:9, 11 “少年人用甚麼潔淨他的行為呢?
是要遵行你的話!我將你的話藏在心裡,免
得我得罪你.”

神的智慧,话语,律法,诫命 福音 (治本)

箴 6:20-35智慧? --犯姦淫: “昂貴的代價!”?

要你的命!

犯姦淫: 不要命的 “傻人傻事”



箴言 6:26-35犯姦淫: 昂貴的代價 (要你的命)
vv. 26,32 “因為,妓女能使人只剩一塊餅;淫婦
獵取人寶貴的生命.. . . 與婦人行淫的,便是
無知;行這事的,必喪掉生命.”

NBA名气球员: 垂死挣扎 (姦淫/嫖妓)
“姦淫:獵取生命;喪掉生命”?: 生动描述 (26-35)

• 兩個比較 (vv. 26-33): 更高的价码!
• 姦淫與嫖妓 (vv. 26-29)
• 姦淫與偷竊 (vv. 30-33) 

• 一個事實 (vv. 34-35): 忌妒的丈夫!
“It feels so good/hot;… 糖衣毒药,飞蛾扑火,
自掘坟墓 (喪命): 非速速了结, 乃慢慢折磨



箴言 6:26-35犯姦淫的代價 (要命的折磨)

• 29亲近邻舍之妻的也是如此, 凡挨近她的不
免受罚.                                 不可避免的刑罰!

• 33他必受伤损,必被凌辱, 他的羞耻不得涂
抹.                                          不得涂抹的羞恥!

• 34因为人的嫉恨成了烈怒,报仇的时候决不
留情.                                      決不留情的報仇!
第一個比較 (vv. 26-29): 更高的价码!

• 姦淫與嫖妓 (v. 26) “因为妓女能使人只剩一
块饼, 淫妇猎取人宝贵的生命.”

一块饼 一条命
前纽约州长: “It Really Sucks!”



第一個比較 (vv. 26-29):犯姦淫更高的价码!
• 姦淫與嫖妓 (v.26) ..淫妇猎取人宝贵的生命.

要命的折磨? – vv. 27-29
• vv. 27-28 “人若怀里揣火,衣服岂能不烧呢?
人若在火炭上走,脚岂能不烫呢?” (性器官)

玩火自焚: 不可避免的灼傷!
• v. 29 “亲近邻舍之妻的也是如此,凡挨近她
的不免受罚.” 婚外偷情: 不可避免的刑罰!?

Really? How about 老李? 啟 21:8 (焚燒/刑罰) 
“膽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殺人的,淫亂的,行邪
術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說謊話的,他們的分就
在燒著硫磺的火湖裡;這是第二次的死 .”



第二個比較 (vv. 30-33):犯姦淫更高的价码!

姦淫與偷竊 (vv. 30-33) 

• 偷竊 (食慾): 餓賊 (vv. 30-31):

• 不被輕視: 情有可原 “赔还七倍,尽都偿还”

• 姦淫 (色慾): 色賊 (vv. 32-33): 另一種的偷竊

• 必被藐視: 不可原諒 “必受傷損,必被凌辱”

“婦人行淫的, 便是無知; 行這事, 必喪掉生命.
他必受傷損,必被凌辱;他的羞恥不得塗抹.”

不得涂抹的羞恥: “无颜见江东父老”!

Ashley Madison: Pastor/Professor 自杀

“. . . very, very sorry!”: 自己的血, 不能涂抹!



婚外偷情: 不可避免的刑罰 (v.29)!

婦人行淫: 不得涂抹的羞恥 (v.33)!

一個事實 (vv. 34-35): 忌妒憤怒的丈夫!

• 決不留情的報仇: “因為人的嫉恨成了烈怒,
報仇的時候決不留情. 甚麼贖價,他都不顧;
你雖送許多禮物,他也不肯干休.”

例子: 姦淫导致谋杀 (LA)

所罗门王的智慧: 摩西律法

• 出埃及記 20:14 “不可姦淫.”

• 申命記 22:22 “若遇見人與有丈夫的婦人行
淫,就要將姦夫淫婦一併治死.這樣,就把那惡
從以色列中除掉.”



箴 6:26-35犯姦淫: 昂貴的代價 (要命的折磨)

勝過性試探 (vv. 20-22): 生死攸关!

• (20) “我儿 (CBCOC),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不
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 1) 持守智慧!

• (21) “要常系在你心上, 挂在你项上.”

• 不順服: “未受割禮心/硬著頸項” (利26:41;
出 32:8-9; 申10:15-16)

• 順服: 心受割禮與頸項軟化 2) 顺服智慧!

• (22-23a)“你行走,它必引导你;你躺卧,它必保
守你;你睡醒,它必与你谈论.因为诫命是灯,
法则是光.”

3) 智慧保镖: 24/7 全面保护



勝過性試探 (vv. 20-22): 姦夫淫婦? – No !

馬太福音 5:27-28 “你們聽見有話說:不可姦淫.
只是我告訴你們,凡看見婦女就動淫念的,這
人心裡已經與他犯姦淫了.”

Lust 情慾 Adultery 姦淫

23b “训诲的责备 (corrections) 是生命的道.”

• 大衛的懺悔 (詩 51): “神啊,按你丰盛的慈悲
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
洁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
在我面前. 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
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
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



勝過性試探 (vv. 20-22): 姦夫淫婦? – No!

Lust 情慾 Adultery 姦淫

23b “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

• 大衛的懺悔 (詩 51)

• 耶穌的饒恕 (林后11; 約 8):決不留情的報仇!

• “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 (给耶稣戴绿帽!)

• “婦人, 那些人在那裡呢?沒有人定你的罪
麼?他說:主阿, 沒有. 耶穌說: 我也不定你
的罪.去罷,從此不要再犯罪了!”

十字架: “姦夫淫婦;” 唯一出路!

• 圣洁的渴望(彼前 1)“你们要圣洁,.我..圣洁!”



23b “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
大衛的懺悔 (詩 51) & 耶穌的饒恕 (約 8)
圣洁的渴望 (彼前 1) “你们要圣洁, . . .”

聖詩作者的呼求:
Walter Chalmers Smith (1824-1908)
主裏唯一渴望; 一生黑暗路程
或是地震, 暴風, 烈火

主阿, 潔淨我! 主阿, 潔淨我!
One thing I of the Lord desire---

For all my way darksome been---
Be it by earthquake, wind or fire,

Lord, make me clean, Lord, make me clean!





RESPONSE  HYMN

回應詩



#309 

“Cleanse Me” 

“潔淨我”



#309 Cleanse Me 1/4

懇求救主, 來鑒查我心思

求主今試驗, 知道我私意

若在我心, 隱藏罪惡念頭

洗去諸般不義, 使我得自由
Search me, O God, and know my heart today;

Try me, O Savior, know my thoughts, I pray.

See if there be some wicked way in me; 

Cleanse me from every sin, and set me free.



#309 Cleanse Me 2/4

讚美救主, 因將我罪洗清

願主的真道, 使我心潔淨

求主以火, 焚盡以往羞情

我今所求所望, 榮耀主名
I praise Thee, Lord, for cleansing me from sin;

Fulfill Thy Word and make me pure within.

Fill me with fire, where once I burned with shame; 

Grant my desire to magnify Thy name.



#309 Cleanse Me 3/4

懇求我主, 使我完全歸你

貧窮的心地, 充滿你愛意

管理我心, 不再自私驕傲

今願完全聽命, 求主引導
Lord, take my life, and make it wholly Thine;

fill my poor heart with  Thy great love divine.

Take all my will, my passion, self and pride;

I now surrender,  Lord in me abide.



#309 Cleanse Me 4/4

懇求聖靈, 賜下廣大復興

先復興我心, 燃起火熱情

倚靠聖言, 主供給我需要

求主今賜福氣, 是我祈禱
O Holly Ghost, revival comes from Thee;

Send a revival, start the work in me.

Thy Word declares Thou wilt supply our need;

for blessing now, O Lord, I humbly pl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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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