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蒙愛的家庭聆聽神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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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耶穌腳前坐著聽祂的道。
42 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
馬利亞已經選擇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奪去的。
查理衛斯理談到馬利亞安靜傾聽神的話，寫下感想：
「如果我能像馬利亞，永遠坐在主腳前，
如果我能像馬利亞 永遠坐在主腳前
那是我快樂的選擇。我最在乎、最愛、
和最深盼望的，我的歡欣 我地上的天堂，
和最深盼望的，我的歡欣、我地上的天堂，
就是傾聽新郎的聲音、聽神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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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十39 她有一個妹子，名叫馬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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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後三14-15 但你所學習的，所確信的，要存在心裏；

因為你知道是跟誰學的
因為你知道是跟誰學的，
並且知道你是從小明白聖經，
這聖經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穌，有得救的智慧。
提摩太為什麼能從小明白聖經呢？
提後一5 想到你心裡無偽之信，這信是

先在你外祖母羅以和你母親友妮基心裏的，
先在你外祖母羅以和你母親友妮基心裏的
我深信也在你的心裏。
提摩太的家也是一個蒙愛之家，
 他的家庭有聖經內容教訓的代代相傳
 以致提摩太長大成人之後
能夠承擔神國的重任，
接下保羅的棒子、繼續奔跑天國之路

蒙愛之家有個人靈修、也有家庭禮拜，
都是神的話為主要內容，
神的話才能使我們過討神喜悅的生活。

美國哈理斯民調，美國人最愛十本書的調查，
不分教派、男女老幼…，聖經是他們最愛的書，
教
老
聖經是
最愛 書
 1993 高達 91% 美國人擁有聖經、平均每戶有三本
 只有 45% 的美國人每周會讀一次聖經
擁有聖經的人，不見得天天會讀神的話，
我們需要從聖經當中研讀、傾聽神的話。
宣教士湯遜 1942 創辦威克理夫聖經翻譯社
創辦威克理夫聖經翻譯社，
當時一位瓜地馬拉人向他說：「如果神那麼偉大，
為什麼祂不用我們聽得懂的話向我們說話？」
 他就成立聖經公會，翻譯很多國家的語言
 至今全世界有 6912 語言
語言，
仍有 2286 母語聖經缺乏
我們擁有這麼多版本的中文聖經，更需要
珍惜、寶貴，常常來到神面前讀神的話。

二、蒙愛的家庭有美好的奉獻
約十二1-3 逾越節前六日，耶穌來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

從死裡復活之處，有人在那裡給耶穌預備筵席，
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穌坐席的人中。
馬利亞就拿著一斤極貴的真哪噠香膏，抹耶穌的腳，
自
髮去擦
裡就滿 膏 香氣
又用自己頭髮去擦，屋裡就滿了膏的香氣。
馬利亞專注傾聽主的道、安靜聽主向她說話，
她了解主的心、也知道主所要面對的事，
比其他門徒更能夠體貼主的心意和心情。
約十二7-8 耶穌說：「因為常有窮人和你們同在，

只是你們不常有我。由她吧！」
只是你們不常有我
由她吧！」
可十四6 耶穌說她做的是「一件美事」。
不論在普天之下 任何地方傳福音時
不論在普天之下，任何地方傳福音時，
都要述說這件美事，以為紀念。

三、蒙愛的家庭忠心事奉主
「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個人伺候，
你不在意嗎？請吩咐她來幫助我。」耶穌回答說：
「馬大！馬大！你為許多的事思慮煩擾。」
耶穌指責馬大是因為事奉主的情緒，是一種
心裏忙亂、為許多事思慮煩擾的狀態當中。
蒙主所愛的家庭必定有出於內心的事奉主，
但要謹慎保守內心的平安、信靠。
賽卅15：主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者曾如此說：
耶 華
者曾

Quietness

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
Rest
卸下重擔

她珍惜有耶穌同在和相處的時刻，
出自內心的表達有四重含義 ─
1. 美好的奉獻：芬芳的
2 完全的奉獻：打破就不可能收回的
2.
3. 出於愛心的奉獻：財寶在那裏、心就在哪裡，
馬利亞的心是愛心
4. 把握時機即時的奉獻：
是為了耶穌安葬之日用的，
耶穌說：「你們常有窮人跟你們在一起，
可是我不常跟你們在一起。」
可是我不常跟你們在一起。
這是一個時機

太十一28-29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

路十40-41 馬大伺候的事多，心裏忙亂，就進前來，說：

Return、Repentance
回頭是岸

一斤真哪噠香膏的價錢，是一年的工資，
 別的門徒看重物質的價錢
錢
 馬利亞看重愛心和信心的價值

Trust、Confidence
信靠

我就使你們得安息。我心裏柔和謙卑，
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我 裏柔和謙卑
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
這樣 你們心裏就必得享安息。
這樣，你們心裏就必得享安息。
耶穌給我們寶貴的應許 ─
 在苦難、多重擔的世界當中，在基督裡面得到安息
 即便我們的婚姻家庭可能遇到困難，
我們可以在主裡面享受重擔、不安中的安息、平安
在事奉的時候，
在事奉的時候
不要滿懷抱怨、而是心甘情願，
不是許多焦慮 而是無憂無慮，
不是許多焦慮、而是無憂無慮，
不可滿有重擔、而是平平安安，
因為勞苦擔重擔的人來到主的面前，就得享安息，
這是我們事奉主的態度。

四、蒙愛的家庭見證神的榮耀
約十一43-44 說了這話，就大聲呼叫說：「拉撒路出來！」

那死人就出來了，手腳裹著布，臉上包著手巾。
耶穌對他們說，「解開，叫他走！」
「
聖經裡面有沒有拉撒路講話，
聖經裡面有沒有拉撒路講話
但他生命所經歷、所彰顯的，
就是神的榮耀 神使人復活的大能
就是神的榮耀、神使人復活的大能。
蒙愛之家生命見證所發出的光輝，遠比許多人
滔滔不決的言論 更有力量 更能反應出神的榮耀
滔滔不決的言論，更有力量、更能反應出神的榮耀。
詩歌《我心靈得安寧》作者 Horatio G. Spafford 的見證
1860 住在芝加哥、傑出的律師，生活優渥有五個兒女
1870 四歲的兒子死於猩紅熱
1871 芝加哥大火，幾百人被燒死，
他們家倖免於難，投資很多不動產都被燒光

五、蒙愛的家庭也需要別人的幫助
約十一44 那死人就出來了，

手腳裹著布，臉上包著手巾。
耶穌對他們說，「解開，叫他走！」
拉撒路已經有新的生命、活過來，需要別人幫他解開，
 蒙愛之家遭遇困難的時候，也需要別人的幫助
 在基督裡所有屬神的人都可能需要彼此互相的幫助，
神也藉著基督身體中肢體的互助，
使人在愛中建立自己、日日成長、活出主的新生命
家庭有困難的時候不要逃避、不要遮蓋、
家庭有困難的時候不要逃避
不要遮蓋
不要以為家醜不外揚，需要尋求幫助，
今天也許我幫助你 可能明天你幫助我
今天也許我幫助你，可能明天你幫助我，
都需要互相幫助，這就是基督的身體。

妻子 Anna 非常憂慮，帶四個女兒去歐洲度假，
1873/11/22 搭的船被撞、沉沒於大西洋，
搭的船被撞 沉沒於大西洋
307 乘客、船員只有 81 存活，
Anna 存活、四個女兒淹死了 ─ 我現在怎麼辦？
Spafford 到歐洲跟妻子相會，在船難之後寫下這首詩歌…
 1876 上帝又賜給他們一個兒子、1878 又生一個女兒
 1880 再生一個女兒，兒子在四歲過世
 夫妻搬到耶路撒冷，成立慈惠團體，救助關懷弱勢的族群
Anna 最沮喪時曾經聽到聲音「妳被拯救是有一個目的」，
她相信是神救了她、引導她，
他們的故事被寫成「耶路撒冷」，獲諾貝爾獎。
蒙愛之家雖然有苦難，卻成為上帝榮耀的見證，
唱這首詩歌的時候，真的看到
神的榮耀、神的安慰在他們生命當中。

六、蒙愛之家最大的祝福是有主同在
婚姻家庭可以像地獄、也可以像天堂。
Charles J. Butler 《耶穌同在就是天堂》

Where Jesus is, tis Heaven.
自主耶穌洗我罪惡，
在地如天，無限歡樂。
世上雖有困苦憂傷，耶穌同在就是天堂。
在
不論住在任何地方，
或是平原，或是山崗，
或是大廈或是帳篷，耶穌同在就是天堂。
哈利路亞，罪得赦免，
耶穌同在 就是天堂
耶穌同在，就是天堂。
無論住在任何地方，耶穌同在就是天堂。

我們從聖經的教訓、專家的研究，
了解婚姻家庭生活當有的知識，
解婚姻家庭生活當有的知識
相信我們心中已經有藍圖 ─
 用「蒙愛之家」來做結束，具有特別的意義，
「
因為我們的目的是要建立基督化的婚姻家庭生活，
討主喜悅，蒙主所愛
 但願我們每個人的婚姻家庭，都能遵行神的旨意、
實行聖經的教訓，活出像天堂一樣的生活，
因為有主同在，就是天堂！

張宰金牧師 & 師母

祝福弟兄姊妹都有一個蒙神所愛的家庭，
都能夠在地如天，即便可能遇到困難，
但是真實的盼望是在基督裡，
祝福每一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