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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 TO WORSHIP

宣召



詩篇 17:6-9, 15

6 神阿, 我曾求告你, 因為你必應允我. 求
你向我側耳, 聽我的言語. 7 求你顯出你
奇妙的慈愛來. 你是那用右手拯救投靠
你的, 脫離起來攻擊他們的人. 8 求你保
護我,如同保護眼中的瞳人.將我隱藏在
你翅膀的蔭下. 9 使我脫離那欺壓我的
惡人,就是圍困我,要害我命的仇敵.

15 至於我, 我必在義中見你的面. 我醒了
的時候,得見你的形像,就心滿意足了.



OPENING PRAYER

禱告



GREETING 問安
請關手機



SINGSPIRATION

詩歌頌讚





家訊

谷弟兄安息主怀 (10/31/15)

 Daniel & Deborah: 侄女脑瘤手术 (11/1)

读书会: 神论: 10/26, Mon,7:30pm-9:15pm

常青团契 (11/6, Fri, 9:3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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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语堂午餐服事: (十一月, 主日学班)

代祷: Teresa (手术恢复), Alice Chan, Serena 
Lam, Huan, George, 刘弟兄, 软弱肢体

主餐 (Today, 11:45am)



SCRIPTURE

讀經



Proverbs 箴言

7:1-5, 24-27

(pp. 969-970)



1我儿,你要遵守我的言语,将我的命令
存记在心, 2 遵守我的命令就得存活.保守
我的法则,好像保守眼中的瞳人, 3 系在你
指头上, 刻在你心版上. 4 对智慧说“你是
我的姐妹”,称呼聪明为你的亲人, 5他就保
你远离淫妇，远离说谄媚话的外女。

24 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留心听我
口中的话。 25 你的心不可偏向淫妇的道
，不要入她的迷途。 26 因为被她伤害仆
倒的不少，被她杀戮的而且甚多。 27 她
的家是在阴间之路，下到死亡之宫。





SERMON

信息

11/1/15



“暗箭難防 (II): 得胜之路”

“A Hidden Arrow (II): Be a Victor"

(箴言 7:1-27)

邓牧師



“不叫我们遇见 (落入)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关键祷告蒙垂听? --智慧: 得胜, 拯救

箴 1-7 章父母教导

1:8-19 (权/财)的试探 7:1-27 (色情)的试探

CBCOC: 智慧儿女; 得胜有余

落入試探的故事 (箴 7:6-23)

• “无知少年人”(v.7) “淫妇/外女” (v.10)

不求长进;混混/无知信徒:面对试探;不是对手!

• vv. 1-5      勸勉: 智慧信徒

• vv. 6-23 落入試探的故事

• vv. 24-27 勸勉: 智慧信徒



箴 7:1-5, 24-27 勸勉: 智慧信徒, 胜过試探

箴 7:6-23 落入試探的故事 (Solomon)

林前10:11-13落入試探的历史/真实故事(Paul)

“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 并且写在经
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 12所以, 自己
以为站得稳的须要谨慎, 免得跌倒。 13你
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
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
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
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胜过試探, 智慧出路: 三件事



箴 7:1-5, 24-27 胜过試探, 智慧出路: 三件事

宝贝神的话语 (vv.1-3, 24)我儿,你要遵守我的
言语,将我的命令存记在心, 2遵守我的命令
就得存活,保守我的法则,好像保守眼中的瞳
人, 3系在你指头上,刻在你心版上. . . . . 24
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留心听我口中的话.

• 智慧 (間接) = 律法(直接): “言语, 命令, 法则”

• “好像保守眼中的瞳人”: 申 32:10 耶和华遇
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
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 诗 17:8
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将我隐藏
在你翅膀的荫下.   (全心爱神, 礼尚往来?!)



箴 7:1-5, 24-27 胜过試探, 智慧出路: 三件事

宝贝神的话语 (vv.1-3, 24): “眼中的瞳人”

“..,存记在心, 3 系在你指头上,刻在你心版上.”

“心版”-內在的更新:思想,情感,意志,喜好,价值

• 新约应许的实现
• 读经, 听道, 主日学, 读书会, 聚会查经, . . .
• Think after God’s thought

“指頭”-外在的改變:言语,行为,态度,关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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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箴 23:26 “我儿, 要将你的心归我, 

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



1.宝贝神的话语 (vv.1-3, 24): “眼目,指头,心版”

2.熱愛智慧婦人 (v.4) “对智慧说, ‘你是我的姐
妹’, 称呼聪明为你的亲人.”

• “姐妹/亲人”: 妻子 (基督&CBCOC: 亲密关系)

• 箴 5 “喜悦..所娶的妻, ..胸怀…爱情..恋慕.”

Best defense 防禦: good offense 攻擊

(美满婚姻 & 熱愛智慧/基督)

5他就保你远离淫妇, 远离说谄媚话的外女.

“..It just happened. 不知不覺就發生了關系?!”

心裏的婚外情 身體的婚外情
Click .. Entertain .. Text/tweet .. Send .. Like .. 

Post .. Wechat/line .. Park ( . . . 留地步!)



箴 7:1-5, 24-27 胜过試探, 智慧出路: 三件事

1.宝贝神的话语 (vv.1-3, 24): “眼中的瞳人”

2.熱愛智慧婦人 (v.4) “我的姐妹/爱人.”

马太 6 ..不能侍奉两个主, 不是恶这个爱那个..
重这个轻那个, ..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玛门.

3.認識你的敵人 Know your enemy (vv. 25-27)

你的心不可偏向淫妇的道,不要入她的迷途.26
因为被她伤害仆倒的不少,被她杀戮的而且
甚多.27她的家是在阴间之路,下到死亡之宫.

孙子兵法: “知己知彼; 百戰百勝!”

淫妇?: 脆弱,可怜, 青蛙王子保护?

Halloween Costumes: “光明天使”!



箴 7:1-5, 24-27 胜过試探, 智慧出路: 三件事
宝贝神的话语 (vv.1-3, 24)& 熱愛智慧婦人(v.4)
3.認識你的敵人(vv26-27):知彼知己; 百戰百勝
26被她伤害仆倒的不少,被她杀戮的而且甚多.
她是谁? -- A Mighty Warrior 大能戰士 !

• CIA 头头: 不是对手
• 试探“女神”: 古今中外, 尸体枯骨, 满山遍野!
她的家? – Disney Land? Fantasy Island?
27 她的家是在阴间之路,下到死亡之宫.
A Real Haunted House: 死亡, 阴间, 墓园

• International: 中美,贵族小民,有无文化, . . .
CBCOC? –NO! --站得稳的; Her next Target!



箴 7:1-5, 24-27 胜过試探, 智慧出路: 三件事
• 宝贝神的话语 (vv.1-3, 24): “眼中的瞳人”
• 熱愛智慧婦人 (v.4) “我的姐妹/爱人.”
• 認識你的敵人 (vv. 25-27): 生命的死敌

面对试探: 生死关头; 你死我活
和平共存? – “ISIS: 政治协商会议?” 

启 2-3 “得胜的, 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
子赐给他吃. ..你务要至死忠心, 我就赐给你
那生命的冠冕. ..凡得胜的, 必这样穿白衣, 
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 …”

箴 1-9 淫妇/外女/愚昧妇人 (卢山真面目)?
古蛇/魔鬼: 試探始祖 (乐园); 耶稣 (旷野)!



認識你的敵人 (vv. 25-27): 生命的死敌

箴 1-9 淫妇/外女/愚昧妇人 (卢山真面目)?

古蛇/魔鬼: 試探始祖 (乐园); 耶稣 (旷野)

26被她伤害仆倒的不少,被她杀戮的而且甚多.

淫妇 (魔鬼化身): 大能戰士 !

約一 5:19 “全世界都臥在那惡者手下.”

27 她的家是在阴间之路,下到死亡之宫.

來 2:14 “掌死權的,就是魔鬼 .”

淫妇之家: (阴间之路,死亡之宫): 魔鬼之家



認識你的敵人 (vv. 25-27): 生命的死敌

面对试探:魔鬼Great Tempter“迷惑普天下的”

我们的战绩? 

全军覆没!

羅 3:23; 6:23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 (落入试探),
虧缺了神的榮耀; 罪的工價乃是死.” 

來 9:2 按著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

“知己知彼; 百戰百勝”: 認識自己的失败

A prisoner of war 戰俘!

On death row 死刑犯!



認識我们的敵人: 魔鬼 (试探者) 生命的死敌

認識自己的失败: 戰俘 & 死刑犯

“..救我们脱离凶恶”: 更强壮的救主,元帅,战士

約一 3:8  “神的兒子顯現..要除滅魔鬼的作為.”

來 2:14-15, 18 “兒女既同有血肉之體,他也照
樣親自成了血肉之體,特要藉著死敗壞那掌
死權的,就是魔鬼 , 並要釋放那些一生因怕
死而為奴僕的人. ..他自己既然被試探而受
苦,就能搭救被試探的人.”

相信福音的大能: 除滅魔鬼, 釋放罪奴

約 8:36 “所以天父的兒子若叫你們自由, 你們
就真自由了.”



箴 7:1-5, 24-27 胜过試探, 智慧出路 (Newton)
• 宝贝神的话语:           “眼中的瞳人”
• 熱愛智慧婦人: “我的姐妹/爱人.”

• 認識我们敵人:      魔鬼 (试探者) 生命的死敌

• 認識自己失败:          戰俘 & 死刑犯

• 相信福音大能:      除滅魔鬼, 釋放罪奴

耶稣的榜样/帮助:旷野,客西马尼,十架的試探

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
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
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
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顺服神,..坚固的信心抵挡魔鬼,..必离开..逃跑.





RESPONSE  HYMN

回應詩



#81 

“A Mighty Fortress Is Our God” 

“堅固保障”



#81 A Mighty Fortress Is Our God 1/4

上主是我堅固保障, 是我山寨和避難所

苦海汪洋主為救星, 四無生門我仍有望

雖有兇惡仇敵, 攻擊不留餘力

對我仇恨剌骨, 常用狡猾引誘

但我救主將我保護



#81 A Mighty Fortress Is Our God 2/4

我若單靠己力行走, 每遇戰爭必要退後

須有能者隨時幫助, 即神設立救贖恩主

若問所設為誰, 乃主耶穌基督

又稱萬有主宰, 到永遠不更改

祂已得勝做我元帥



#81 A Mighty Fortress Is Our God 3/4

雖全世界充滿鬼魔, 救主聖徒仍能安妥

仇敵降災設下網羅, 主為道路助我勝過

幽暗魔王興起, 我靠救主能抵

敵怒不能久長, 敵迫我能忍受

主言一出敵即敗退



#81 A Mighty Fortress Is Our God 4/4

主言有權高過萬王, 世上帝王不能相比

聖靈恩賜全備可信, 降於我身何等希奇

名利任其失去, 生命我也無慮

身家雖然失喪, 主道終必興旺

救主之國存到永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