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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 TO WORSHIP

宣召



羅馬書 11:33-36

33深哉、神豐富的智慧和知識.他的判斷
、何其難測、他的蹤跡何其難尋、

34誰知道主的心、誰作過他的謀士呢?

35誰是先給了他、使他後來償還呢?

36因為萬有都是本於他,倚靠他、歸於他
．願榮耀歸給他、直到永遠。阿們。



OPENING PRAYER

禱告



GREETING 問安
請關手機



SINGSPIRATION

詩歌頌讚





家訊

谷弟兄追思礼拜:11/10, Tue, 3pm, Rose Hills

 诗班练习 (Today, 12pm)

 Tijuana mission (11/21, Sat)

读书会 (神论): 11/9, Mon,7:30pm-9:15pm

感恩见证会 (11/21, Sat): 邀请,烤火鸡; 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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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iel侄女(手术恢复), 
Theresa & Huan, George, 刘弟兄, 软弱肢体

Missionary Ma (Today, 11:45am)



SCRIPTURE

讀經



Proverbs 箴言

8:1-36

(pp. 971-973)



1 智慧岂不呼叫, 聪明岂不发声? 2 她在道
旁高处的顶上, 在十字路口站立, 3 在城门
旁, 在城门口, 在城门洞大声说: 4 “众人哪,
我呼叫你们,我向世人发声, 5说:愚蒙人哪,
你们要会悟灵明! 愚昧人哪, 你们当心里明
白! 6 你们当听, 因我要说极美的话, 我张嘴
要论正直的事. 7 我的口要发出真理, 我的
嘴憎恶邪恶. 8 我口中的言语都是公义. 并
无弯曲乖僻. 9 有聪明的以为明显, 得知识
的以为正直. 10 你们当受我的教训, 不受白
银, 宁得知识, 胜过黄金. 11 因为智慧比珍
珠更美，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与比较.



12 “我智慧以灵明为居所，又寻得知识和
谋略。 13 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那骄
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
所恨恶。 14 我有谋略和真知识，我乃聪明
，我有能力。15 帝王借我坐国位，君王借
我定公平。 16 王子和首领，世上一切的审
判官，都是借我掌权。 17 爱我的，我也爱
他; 恳切寻求我的, 必寻得见. 18 丰富尊荣
在我, 恒久的财并公义也在我. 19 我的果实
胜过黄金, 强如精金, 我的出产超乎高银.
20 我在公义的道上走, 在公平的路中行,
21使爱我的承受货财,并充满他们的府库.



22 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
先,就有了我. 23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
前,我已被立. 24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
我已生出. 25 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
我已生出. 26 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
野,并世上的土质,我已生出. 27他立高天,我
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划出圆圈, 28 上使
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 29 为沧海定出界
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
30 那时, 我在他那里为工师，日日为他所
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 31 踊跃在他为
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



32 “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因为谨守我
道的便为有福。 33 要听教训，就得智慧，
不可弃绝。 34 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
，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便为有福
！ 35 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
和华的恩惠。 36 得罪我的却害了自己的性
命，恨恶我的都喜爱死亡.





SERMON

信息

11/8/15



“毛遂自薦”

“Self-introduction”

(箴言8:1-36)

邓牧師



找老师/职员: “Sophia” 履历表 (Resume)

•品格
•诚实 (7-8) “我口出真理, . . 我言语是公义,”

•正直 (13, 20) “那…恶道, ..都为我所恨恶. ..
我在公义的道上走, 在公平的路中行.”

•专长(14) “谋略,真知识,聪明, 能力”(样样行!)

•经验 (15-16) “世上一切帝王,首领,审判官 …
坐国位,定公平, 掌权,..都是借我!” (诸葛亮!)

•年龄 (22-26) “万物之先,就有了我;世界以前
我已被立, 生出” (老态龙钟? . . 青春永驻?!!)

•成就 (27-31) “我在那里为工师” (创造工头!)

面试?-真面目! or 纸篓? -吹牛瞎扯!



找老婆: “Sophia” (脸书 Facebook): 无 Selfie!!!

•人品 (13) “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那骄傲
,,,都为我所恨恶”          (爱神所爱; 恨神所恨)

•祝福 (18,21) “丰富尊荣,恒久的财在我.爱我
:承受货财, 府库充满” (五福临门; 年年有余)

•吸引人(19, 11) “我..胜过黄金,..超乎高银,一
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与比较”   (眼光? 识货?)

Motto 座右铭:

“艷麗是虛假的, 美容是虛浮的;

惟敬畏耶和華的婦女必得稱讚.” 

Nick name 小名: Ms “敬畏神 Fearing God”

Sophia: 媳妇? 爱人?



智慧妇人 (“Sophia”)的自传 (箴言 8)

内容: 

•她的话语/声音 (1-11):  价值

•她的性格 (12-21): 是谁

•她的工作 (22-31): 作为

•她的话语/劝告 (32-36): 价值

功能?:

•耳 (6, 32-34) “你们当听,因我要说极美的话,
我张嘴要论正直的事.我的口要发出真理.”

•眼 (11) “比珍珠更美,..可喜爱的..不足比较..”

•心 (17) “爱我的, 我也爱他; 恳切寻求我的, 
必寻得见.”



她的话语/声音 (1-3; cf. 箴 1:20-33):

“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2她在道旁高
处的顶上,在十字路口站立,3在城门旁,在城
门口,在城门洞大声说”

•声音: 街头布道; 大声喊叫? --救人救火!

•1:8-19 (权/财)的试探 1:20-33智慧妇人

•7:1-27 (色情)的试探 8:1-9:18智慧妇人

•位置: “道, 路” (旅程); “城门口” (抉择) -人生

• “高处..”:公开资讯,非(祖传秘方/专利机密)

•朴实村妇: 非 (“Ivy league/party-crushers”)

•非 “三藏取经”: 谦卑受教

听道,查经,灵修读经: 学智慧 (识货吗?)



她的听众 (4-5): 

• “众人哪,我呼叫你们,我向世人发声, 5说: 愚
蒙人哪,你们要会悟灵明! 愚昧人哪,你们当
心里明白!”

• “众人, 世人”: 全人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 “愚蒙人 The Simple”: 刚出道的

• “愚昧人The Foolish”: 作过傻事

Sophia 大使命: “出愚昧; 入智慧”

How?: 她的话语 (6) (传福音)

“..因我要说极美的话, 我张嘴要论正直的事.”

“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何等佳美!”

“你们当听!” (6) --为何要听?



“你们当听!” (6) --为何要听?

•劝告/跪求 (32-36) “众子啊, 现在要听从我,
因为谨守我道的便为有福. 33要听教训, 就
得智慧,不可弃绝. 34听从我, 日日在我门口
仰望, 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 那人便为有福! 
35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 也必蒙耶和华
的恩惠. 36得罪我的却害了自己的性命, 恨
恶我的都喜爱死亡.”

•32-34 “听从我….有福”     有福没福?

•35-36 “寻得我…得罪我” 有命没命?

•32 “众子啊” 浪子迷羊!

智慧妇人找孩子:愚昧失落; 走向死亡!(亚当..)



“你们当听!” (32-36) --为何要听?
有福没福? 有命没命? 浪子迷羊!

如何听?
34听从我, 日日在我门口仰望, 在我门框旁边
等候的, 那人便为有福! 

Romeo&Juliet/初恋情人:爱上Sophia智慧妇人
谁是智慧妇人? --智慧拟人化 Personification

基督耶稣: 智慧成肉身 Incarnation
•西 2:2-3 “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 所
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
爱上基督! (马利亚: 脚前听道;路 10)

“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得着基督为至宝”



胜过罪恶,愚昧,引诱/圣洁生活:非得爱上基督

诗 16:2 我的心哪,你曾对耶和华说: “你是我
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系统神学 (神论):

God is good (爱上他) God is holy (顺服他)

•慕道友: 福音很好,但要求太高, . . .作不到!?
“The Expulsive Power of a New Affection”

“ ‘新欢’的排斥大能”

•杯中水: 邪情私欲, 愚昧罪念,上瘾, ...

• “倒出去!”: “不可..不要..立志悔改”(空杯子)

• “挤出去/充满杯:‘基督/新欢’”: 水银 or 石油
“All other … strangely dim … His glory/grace!”



胜过罪恶,愚昧,引诱: 圣洁智慧生活:

非得爱上基督: (充满‘基督/新欢’)

责备: 两件傻事!

“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 就是离弃我这
活水的泉源, 为自己凿出池子, 是破裂不能

存水的池子.”

• “自己凿出池子”: 漏水池! (悲哀统计表)





胜过罪恶,愚昧,引诱: 圣洁智慧生活:

非得爱上基督/充满‘基督/新欢’

“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 就是离弃我这
活水的泉源, 为自己凿出池子, 是破裂不能

存水的池子.”

• “自己凿出池子”: 漏水池! (悲哀统计表)

•药物, 酒精, 色情网站, . . . 麻醉 . . 

•尊贵肉体: 五子登科, Dreams . . . .

• “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

智慧妇人呐喊: “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
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便为有福!因为寻
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



胜过罪恶,愚昧,引诱: 圣洁智慧生活:

非得爱上基督/充满‘基督/新欢’

“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 就是离弃我这
活水的泉源, 为自己凿出池子, 是破裂不能

存水的池子.”

•智慧妇人呐喊 耶稣的呐喊:

“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信我的人就
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

“主阿! 今来充满我”





RESPONSE  HYMN

回應詩



#101

“Fill Me Now”

“充滿我”



#101 Fill me Now 1/8

真理聖靈在我心中, 自由運行作善工

發出亮光照耀啟示, 使我識主並自己

充滿我, 充滿我, 耶穌今來充滿我

榮耀聖靈今充滿我, 願主現今充滿我



#101 Fill me Now 1/8

將我器皿完全倒空, 污穢渣滓除乾淨

用主言語使我成聖, 平安喜樂常得勝

充滿我, 充滿我, 耶穌今來充滿我

榮耀聖靈今充滿我, 願主現今充滿我



#101 Fill me Now 1/8

有如渴鹿愛慕溪水, 我心渴慕主恩惠

活水江河願主湧起, 自我心中流不息

充滿我, 充滿我, 耶穌今來充滿我

榮耀聖靈今充滿我, 願主現今充滿我



#101 Fill me Now 1/8

不是倚靠勢力才能, 惟獨仰賴活聖靈

心眼光明靈耳開通, 聖潔器皿合主用

充滿我, 充滿我, 耶穌今來充滿我

榮耀聖靈今充滿我, 願主現今充滿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