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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 TO WORSHIP

宣召



詩篇 19:7-14

7 耶和華的律法全備、能甦醒人心．耶和
華的法度確定、能使愚人有智慧。8耶和
華的訓詞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華
的命令清潔、能明亮人的眼目。9耶和華
的道理潔淨、存到永遠．耶和華的典章
真實、全然公義。10都比金子可羨慕、
且比極多的精金可羨慕．比蜜甘甜、且
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11況且你的僕人
因此受警戒、守著這些便有大賞。14耶
和華我的磐石, 我的救贖主阿、願我口中
的言語、心裡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悅納.



OPENING PRAYER

禱告



GREETING 問安
請關手機



SINGSPIRATION

詩歌頌讚





家訊

 Nelson: Prayer

 Daniel’s 侄女: prayer

 Tijuana (11/21, Sat): Bean/rice/can-food

读书会 (神论): 11/16, Mon,7:30pm-9:15pm

感恩见证会 (11/21, Sat): 邀请; 见证

奉献主日/感恩节午餐 (11/22, Sun)

圣诞礼物盒/联合崇拜/浸礼 (12/20, Sun)

代祷: Teresa (恢复), Theresa & Huan, 
George, 刘弟兄, 软弱肢体

国语堂午餐服事: (十一月, 主日学班)



SCRIPTURE

讀經



Proverbs 箴言

8:1-11, 3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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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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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5/15



“毛遂自薦 (II)”

“價值連城 (>和氏璧)”

(箴言8:1-36)

邓牧師



找专家 (修车, 修房, 看病, 乐器, . . .): 三方面

•专长 Expertise (越帮越忙 !?)

•人品 Character (Berni Madoff !?)

•关心 Affection (Teresa 手术!)

“好”专家: 智慧人!

学智慧 Learning Wisdom:

•增长技能 Acquiring skills (专长)

•雕塑人品 Shaping character (人品)

•培养性情 Cultivating affection (关心)



学智慧 Learning Wisdom: 何处学? – google?!

•增长技能 Acquiring skills (专长)

•雕塑人品 Shaping character (人品)

•培养性情 Cultivating affection (关心)

认识神: 神的自传?!

圣经

认识智慧: 智慧妇人的自传 (箴言 8)

•她的话语/声音 (1-11):价值 (她的性情,关心)

•她的性格 (12-21): 是谁 (她的人品,道德)

•她的工作 (22-31): 作为 (她的专长,能力)

•她的话语/劝告 (32-36):价值(她的性情,关心)



她的话语 (1-11,32-36): 价值 (她的性情,关心?)

•4众人哪,我呼叫你们,我向世人发声, 

“众人men, 世人 sons of Adam”: 全人类

•5说: 愚蒙人哪,要会悟灵明 gain prudence!

愚昧人哪,当心里明白 gain understanding!

“愚蒙人 The Simple”: 刚出道的 (Eve!)

“愚昧人The Foolish”: 作过傻事 (Adam!)

•罗 1 “自称为聪明, 反成了愚拙.”

•罗 3; 6 世人都犯了罪; 罪的工價乃是死 .

•35-36寻得我..寻得生命, 恨恶我..喜爱死亡

智慧妇人大使命:“出愚昧/死亡;入智慧/生命”



她的话语 (1-11,32-36): 价值 (她的性情,关心!)

4-5众人哪, 我呼叫你们, 我向世人发声, 说: 愚
蒙人哪,要会悟灵明;愚昧人哪,当心里明白.”

神的性情,关心:

•结 18 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
吗? . . .以色列家啊,你们何必死亡呢?...我不
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

•路加 19 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 就为它
哀哭,说: “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
安的事,无奈 . . . 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 . .”



4-5愚蒙人,愚昧人哪 (CBCOC):

得智慧/生命! – How?

6-11 “你们当听”:智慧妇人的话

特质:真,善,美!

•6-8 (真)     真理福音; 造就好话: 谦虚受教

•9 (善)         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悔改相信

•10-11 (美) 识货寻璧; 变卖一切: 十架跟随

诗 34:8 “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 便知道他
是美善; 投靠他的人有福了!”



4-5愚蒙人/愚昧人,得智慧!? --你们当听!

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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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语: “极美(尊贵),正直,真理,公义”  真!

•Words Person: “心里 . . .口中”

•神的话(诗1;19:7-14;119) 多1:2“無謊言的神”

“..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
有美名的,..什么德行,..什么称赞,..都要思念
…我身上所学习,所领受的,所听见,所看见的
,..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

听道行道: 真理福音; 造就好话



4-5愚蒙人哪,愚昧人哪,得智慧!? --你们当听!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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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语: “极美(尊贵),正直,真理,公义”  真!

听道行道: 真理福音; 造就好话

•像神的话 (诗1;19:7-14;119) “無謊言的神!”

不像我们的话:“邪恶,弯曲,乖僻” 無謊言的人?

太 5:37 “你們的話, 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
是; 若再多說,就是出於那惡者.”

智慧妇人 (真理) 撒旦 (谎言)



4-5愚蒙人哪,愚昧人哪,得智慧!? --你们当听!

智慧妇人 (真理) 撒旦 (谎言)

智慧绅士:耶稣话语 (真理福音) 约翰 8:37-59

“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你们却想要
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我所说的,
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
的父那里听见的.”他们说: “我们的父就是亚
伯拉罕!” 耶稣说: “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
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 我将在神那里
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现在你们却想要
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你们是行你
们父所行的事.”



4-8愚蒙人哪,愚昧人哪,得智慧!? --你们当听!

智慧妇人 (真理) 撒旦 (谎言)

智慧绅士:耶稣话语 (真理福音) 约翰 8:37-59

“我的道…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

他们说: “..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耶稣说: “
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
是出于神..你们..不明白我的话呢?..不能听
我的道. 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
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
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
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

我将真理告诉你们, 你们就因此不信我!



4-8愚蒙人哪,愚昧人哪,得智慧!? --你们当听!

智慧妇人 (真理) 撒旦 (谎言)

智慧绅士:耶稣话语 (真理福音) 约翰 8:37-59

“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他从起初是杀人
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
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
父! ..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
呢?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
们不是出于神.”

世上只有两种人:

神的儿女 魔鬼儿女

相信接受 耶稣话语/真理福音 不听阻挡



世上只有两种人:

神儿女(相信接受)     真理 鬼儿女(不听阻挡)

“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
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

我们阻挡真理?

•创造 (创 1:1): NO! . . . 进化是科学事实!

•罪 (罗 3:23-24): NO! . . . 比上 . . . 比下!

约一 1:8-10 “我們說自己無罪,便是自欺,真理
不在我們心裡…若說自己沒有犯過罪,便是
以神為說謊的,他的道也不在我們心裡.”

•救赎:唯一道路 (约 14:6): NO! . .条条大路 . .

•审判与再来 (启 22:12, 20): NO! . .搞迷信 . .



“神的愤怒.显明在.那..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
我们阻挡真理!

•罗 3:4 “神是真實的,人都是虛謊的.”
•腓 2:15 “彎曲悖謬的世代!”:
我们的话 (不像智慧妇人):“邪恶,弯曲,乖僻”
4-8愚蒙人,愚昧人哪,得智慧!? --你们当听
智慧妇人话语:“极美(尊贵),正直,真理,公义”  
真理福音;造就好话: 自欺谎言 醒悟真理
可能吗?“谎言瘾!? ISIS: 恨 to 爱?”人不能,但…

9有聪明的以为明显 right;
得知识的以为正直 virtuous!

真理福音: 重生神迹 --智慧妇人儿女!



4-8愚蒙人,愚昧人哪,得智慧!? --你们当听!
1) 真理福音;造就好话:

9有聪明的以为明显; 得知识的以为正直 !
基督徒 (智慧妇人儿女): 重生神迹

罗 10:17 “可見信道是從聽道來的,聽道是從
基督的話來的.”

2)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悔改相信)
10-11 受我的教训,不受白银,宁得知识,胜过黄
金.因为智慧比珍珠更美,一切可喜爱的都不
足与比较.” 3)识货寻璧; 变卖一切

“天国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见一颗重价的
珠子,就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



4-11愚蒙人,愚昧人哪,得智慧!? --你们当听!
•真理福音; 造就好话: 谦虚受教
•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悔改相信
•识货寻璧; 变卖一切: 十架跟随

约 8:31-32, 36 “你們若常常遵守我的道, 就真
是我的門徒; 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
們得以自由. . . 所以天父的兒子若叫你們自
由, 你們就真自由了.”

海地大地震的奇迹 (2010):
•活埋七天: 一对姊弟 7-8 years old;得救生还
•高举双手; 满面笑容:

“I am free; I am alive; God saved me!”





RESPONSE  HYMN

回應詩



# 408

“O, How I Love Jesus”

“哦! 我真愛耶穌”



# 408 哦! 我真愛耶穌 1/3

我最喜愛聽一美名; 配得稱頌尊敬

聲音優美悅耳動聽; 全地最美之名

哦! 我真愛耶穌; 哦! 我真愛耶穌

哦! 我真愛耶穌; 因為祂先愛我



# 408 哦! 我真愛耶穌 2/3

此名使我能知主愛; 捨命償我罪債

救主為我流血受害; 罪人惟此倚賴

哦! 我真愛耶穌; 哦! 我真愛耶穌

哦! 我真愛耶穌; 因為祂先愛我



# 408 哦! 我真愛耶穌 3/3

此名示我主愛深長; 深知我心痛苦

為我分擔憂愁悲傷; 世間無人像主

哦! 我真愛耶穌; 哦! 我真愛耶穌

哦! 我真愛耶穌; 因為祂先愛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