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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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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
華看守
看守
警
2 你們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勞碌得來的飯，本是枉然；
惟有耶和華所親愛的，必叫他安然睡覺。

3 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所懷的胎是他所給的賞賜。
4 少年時所生的兒女好像勇士手中的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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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箭袋充滿的人便為有福；
他們在城門口和仇敵說話的時候，必不至於羞愧。

暫停

請按

目前時間 / 總播映時間

前後換片、暫停

課程綱要，可指定播映片號內容

開始播放

箭袋充滿
詩一二七1-5
諸長樂牧師 2017.05.14
母親節禮拜
我曾經聽過一首英文的饒舌歌，把媽媽從早上到晚上所有囉嗦的事情，
編成了 首很有趣的歌 那首歌好長 好快 曲調又好聽
編成了一首很有趣的歌，那首歌好長，好快，曲調又好聽。
有人就請那個歌手也替爸爸編一條，那個饒舌歌手替爸爸也編了一條歌，
很短 只有 句話： 去找你媽去！」的確 聖經說媽媽才是家裡的重心
很短，只有一句話：「去找你媽去！」的確，聖經說媽媽才是家裡的重心，
有媽媽家裡就穩定。上帝創造家庭也祝福家庭，當家庭有困難的時候，
神的第一個神蹟也行在家庭裡面。當我們真正的愛神，神的第一個祝福
也是臨到我們的家。大衛平定了整個以色列國以後，他想做一件事情：
就是為上帝建聖殿。雖然上帝沒有容許大衛直接建聖殿，
但是他有心要為上帝建殿 上帝就說「我要大大地祝福你的家
但是他有心要為上帝建殿，上帝就說「我要大大地祝福你的家。」
神怎麼樣的恩待大衛，也同樣的會恩待我們每一個人。

基督徒在地上有兩個家，還有一個天家。
 地上的兩個家，一個是我們的「原生家庭」，
地上的兩個家
個是我們的「原生家庭
 另外一個是當我們信主以後，神給我們的「屬靈的家」。
我們不能夠選擇原生家庭，
但是上帝卻給我們非常好的屬靈家庭―
教 」
就是衪的「教會」，
我們可以在這裡得到父母親不能夠給我們的愛，
也可以看到很多父母親沒有辦法做出來的好榜樣。
所以，好不好讓我們一起珍惜這個屬靈的家！
今天我們所讀的詩一二七
可以說是一個「幸福家庭的藍圖」，
我要從幾個方面跟大家一起來分享。

一、不枉然的建造
在這篇詩篇的1、2節出現了「枉然」三次，也出現了「若不是」兩次，
聖經用一種比較負面的表述來提醒我們一些該注意的事情：
「若不是」上帝建造你的家，你再努力也是「枉然」；
若不是」 帝建造你的家 你再努力 是 枉然」
「若不是」上帝替你看守你的家，你再怎麼整夜擔心不睡也「沒有用」。
這就告訴我們，其實很多事情根本不在我們手中，
事情的發展跟結果也不是我們能掌握的。
這篇詩篇是所羅門王所寫的，上帝給所羅門王一個特權，
他可以為上帝建造聖殿；他也為自己建造了很多宮殿，
為上帝建造聖殿
為自 建造
多宮
所以，當他寫這篇詩篇的時候，一定有很多的經驗。
事實上，在整個建造的過程，需要很多上帝的恩典。

八年前我在台北的教會再一次經歷建堂，當我們在傳遞負擔的時候，
有一次我講完道有一個弟兄來找我，他說：「我家裡有好多的香柏木，
有一次我進口了很多還剩下一些，我可不可以奉獻給教會？」
做為 個傳道
做為一個傳道人，我讀聖經讀到「香柏木」非常多次，
我讀聖經讀到 香柏木」非常多次
但是從來沒看過香柏木，我很興奮說：「可以，拿來。」
我們就把香柏木貼滿了詩袍的那個櫃子。

做為一個牧師，事實上我是很害怕建堂的，
但是神讓我經歷了好多次的建堂過程。
若是出於上帝的，你就可以看見神施恩的手怎麼幫助…

香柏木有乾燥、除蟲的功能，更重要的，它的的香味實在是棒的要命！
每一次我們的詩班穿著詩袍出來，就有一股非常香的香氣。
所以有一段時間，每次人家到我台灣的教會參觀，
我就一定帶他去看那個詩袍櫃。
你會發
你會發現：當所羅門建殿的時候，有很多的東西就出現：
當所羅門建殿的時
有 多的東 就出
很會做工的巧匠，巨大又寶貴的石頭被挖出來，
許多非常貴重的木材也被運來。
你做上帝的工，你會經歷神的豐富。

今天華人最大的挑戰就是我們很「懼怕貧窮」，
我們因為歷史的因素 所以把安全係數列的非常高。
我們因為歷史的因素，所以把安全係數列的非常高。
我們拼命努力的工作，就怕生命當中缺了什麼，
但是很可惜 在我們拼命努力的工作
但是很可惜，在我們拼命努力的工作，
想要有一個健全的家的時候，卻失去了很多東西。
「物質」對家庭當然重要，但家庭裡面最重要的是「關係」：
夫妻關係、親子關係、三代之間的關係。
我看到太多的家庭，他們有豐富的物質，但彼此的關係是非常冰涼的。

所羅門王會講這樣的話，因為他生命中兩件最重要的事情
都是在他睡覺的時候發生的。
他很聰明也很能幹，但是他發現他睡覺的時候，
上帝做的事情比他白天做的事情還多！
當他剛做王的時候，有一天他睡覺做了一個夢，
在夢中上帝他向顯現，說：
你向我要什麼，我都給你，他向上帝「求智慧」，
上帝說：你求得好，你沒有求的我也給你―這就是上帝的法則。

我們容許了太多事情佔據我們的時間，
我們沒有時間和最親愛的人分享跟溝通，
我們忙忙碌碌甚至連跟家人吃個飯都沒有空。
但是這段聖經卻告訴我們：惟有耶和華所喜愛的，叫他安然睡覺。
晚上睡得好嗎？睡得好表示你很平安 睡得好表示你沒有重擔 沒有掛慮
晚上睡得好嗎？睡得好表示你很平安，睡得好表示你沒有重擔、沒有掛慮，
所以聖經說：上帝所喜愛的，要他安然睡覺。

新約也是如此，主耶穌在登山寶訓說―
你們要先求上帝的國和上帝的義，你們所要的上帝都會給你們。
因此，我們在主面前的「生命優先順序」非常重要。
此 我 在主 前 「生命優先順序 非常重
所羅門王建好聖殿以後，第二次神又在夢中向他顯現，告訴他說：
如果你「謹守遵行 我給你的 切話 你就要成為 個「蒙福的人 ；
如果你「謹守遵行」我給你的一切話，你就要成為一個「蒙福的人」；
但是如果你「偏離」我的話，上帝的「管教」就要臨到你的身上。

我願意講兩個見證。我最近聽到一位姐妹分享：她是做業務的，壓力很大，
可是神感動她下班以後去讀神學，要好好的裝備自己，她就報名了神學，
每天晚上11點以後繼續讀神學的書。她跟我作見證說：
「很奇妙，從我讀神學開始，我每個月的業績不僅達到，
很奇妙 從我讀神學開始 我每個月的業績不僅達到
而且超標到200%，每個月都是公司的第一名，被表揚。」
感謝神，她先求上帝的國，她經歷上帝的應許。
我年輕的時候也有這樣的經歷：
我好不容易考取大學，我覺得一定要在學校為主做好的見證。
第一年的時候我把一些服事都停下來，專心用功讀書，
結果那一年我參加了很多「教授訪問團」。我為什麼去訪問那些教授呢？
因為我考得太爛，我請他們不要把我當掉。後來我大一的暑假想通了，
為我考 太
我請他們 要把我當掉 後來我大 的暑 想
我大概不是什麼讀書的料，該服事主好好服事主。
結果大二開始，我的成績一下子就是班上前三名。
我真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但這我的經驗，我願意跟大家分享。

二、家庭裡很重要的就是兒女
這裡講到「兒女是上帝所賜的產業」，一個人能夠懷孕都是上帝的賞賜，
所以，我們能夠有孩子其實都是上帝的賞賜、恩典，沒有什麼可誇的，
你我不能夠製造 個生命 除非上帝賞賜 把這個生命託付給我們
你我不能夠製造一個生命，除非上帝賞賜，把這個生命託付給我們…
初代教會對於單身的、結婚的，甚至有沒有孩子的，
都當作一種神所給我們的生活方式，
沒有哪一種生活方式比較高明。
我們共同生活在一個屬靈的家庭裡面，見證上帝的愛，
沒有遇到合適的機會結婚、不能生小孩，一點都不可恥！
教會應該是一個充滿了愛的環境，不要讓這些弟兄姊妹活在壓力之下，
這是我 輩 在教會裡 要替這些人 爭取的 我們 是 何 個 的 帝
這是我一輩子在教會裡面要替這些人所爭取的！我們不是任何一個人的上帝，
神恩待讓我們能夠結婚有家庭，但是婚姻、家庭跟子女，
並不是所有幸福的來源 基督徒要有永恆的盼望
並不是所有幸福的來源。基督徒要有永恆的盼望，
基督徒也要學習：將對家人的愛，擴展到不是我們的家人。

不錯，我們要努力工作，但也要懂得休息；工作有時，休息有時。
詩四十六 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上帝。
有時候我們忙忙碌碌，都忘記了還有一位上帝，覺得所有的事情、所有的
重擔都要我自己來背負！基督徒休息的方式就是來到上帝的面前敬拜上帝
重擔都要我自己來背負！基督徒休息的方式就是來到上帝的面前敬拜上帝，
我們好好的守主日，神讓我們重新得力。
在美國曾經有用斧頭砍樹的比賽，有一個人有很好的技巧，就去參加那個比賽，
在美國曾
有用斧頭砍樹的比賽 有 個 有很好的技巧 就去參加那個比賽
他有把握可以破紀錄，破記錄可以得到很高的獎金，他做好了所有的準備，
第一天就去砍樹，很可惜，只差一棵樹他就破紀錄，他說：好，沒關係，
我明天再來。第二天繼續砍，哇！離記錄差兩棵樹，他回去檢討…
第三天再去砍，離紀錄三棵樹，愈來愈遠，他對自己完全失去了信心。
可是那個負責比賽的人卻告訴他：「先生，以你的技術一定可以破紀錄，
負責 賽
「
定
但是如果你肯花一點時間把你的斧子再磨一下，你一定可以破記錄。」
同樣的，我們來到神的面前，就是有一個時間來磨我們的斧子，休息絕對
樣的 我們來到神的 前 就是有 個時間來磨我們的斧子 休息 對
不是浪費時間。讓我們一起來建造我們的家庭，是蒙福又有果效的建造。

在台灣有兩對夫婦，他們很優秀但是沒有孩子，
上帝感動他們就去認養被棄養的孩子。
我特別佩服西方的弟兄姊妹，很多人專門認養殘障的孩子，
每當我看到這樣的孩子的時候 都覺得上帝的恩典特別豐富的在他們身上！
每當我看到這樣的孩子的時候，都覺得上帝的恩典特別豐富的在他們身上！
有的時候，上帝沒有讓我們有孩子是讓我們有「更多的自由」
參加各樣服事、宣教和奉獻。賽五十四 不懷孕不生養的要歌唱，
沒有經過產難的要發生歌唱，沒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兒女還多。
我看到許多的宣教士一生都沒有結婚，
但是他們卻照顧許許多多有需要的孤兒，他們的兒女真的比我們還多！
孤兒
我
賽五十六 太監不要說自己是枯樹。
一個守上帝的約的人，上帝要使他們被紀念，
個守上帝的約的人 上帝要使他們被紀念
上帝要使他們的生命比有兒女的生命更美！
面對上帝的恩典我們必須更加的謙卑
面對上帝的恩典我們必須更加的謙卑，
而不是把上帝給我們的恩典拿來批判比較別人。

三、兒女就好像勇士手中的箭
父母是弓，兒女是箭，一個好的箭有三個部份：
「箭頭」需要非常的銳利，「箭身」需要非常筆直，
「箭尾」的羽毛要保持這支箭射出去的平穩跟精確。
箭尾」的羽毛要保持這支箭射出去的平穩跟精確
我從這三個方面跟大家分享：怎樣來養育我們的孩子？
「箭頭」―我們做父母親的要有一個敬畏神的榜樣，
箭頭」 我們 父母親的要有 個敬畏神的榜樣
我們可以給兒女最好的就是「對神的信心」。
我很感謝神給我一個敬虔的母親，她一生中有三件事情讓我印象非常深刻：
1.她非常愛教會也愛傳道人，我們家每年過年做菜的時候，
媽媽一定會做好的先要我拿去給傳道人，我看到了這樣的榜樣。
2.再怎麼缺乏，在奉獻上面她是非常忠心的，
怎麼缺乏 在奉獻
非常忠心
因此她對神有非常多活潑的經歷。
3 我每天早上5、6點的時候，
3.我每天早上5、6點的時候，
看到她跪在床邊為家裡的困難、每一個孩子禱告。

「箭尾」的部份―要有一個好的性格，充滿了愛的能量。父母可以給兒女
最重要的禮物不是只有物質而已 而是 個充滿了溫暖的 愛的關係的家。
最重要的禮物不是只有物質而已，而是一個充滿了溫暖的、愛的關係的家。
在一個充滿愛的家庭長大的孩子是有自信的孩子，
是有愛心可以去幫助別人的 是有 顆慷慨感恩的心的
是有愛心可以去幫助別人的，是有一顆慷慨感恩的心的。
求主恩待我們，讓我們的孩子們都成為勇士手中的箭。
四、要成為一個箭袋充滿的人。
古代的農業社會「人口就是力量」，今天還是一樣。
能生的父母親就盡量生 要有信
界 告訴你
能生的父母親就盡量生，要有信心，世界上告訴你：
養個孩子多貴！你養不起！但是聖經說：
「敬畏耶和華的大有依靠，他的兒女也有避難所。」
要相信上帝的話，我們樂意看到教會有許多的年輕夫婦生養眾多。
我剛剛看到約書亞團團契包括鬧場的總共26個，個個可愛！
神
神祝福我們的教會是一個箭袋充滿的教會。
我
教會
箭袋充滿的教會

神最聽父母親的禱告，箴言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離。
小時候我們的家裡環境不好，我兩個哥哥15歲就到部隊去了，太早離開家，
所以有很多不好的生活習慣，但是我的母親仍然每天為他們禱告。
到他們兩個60歲的時候就都回到教會 他們做見證說
到他們兩個60歲的時候就都回到教會，他們做見證說：「我們回教會
我們回教會
不是因為你這個做牧師的弟弟，我們相信是神聽了媽媽的禱告。」
儘管這個禱告的成就是在我媽媽過世十幾年以後，這激勵我們「不灰心的禱告」。
我們也要培養兒女有好的品格―就是「箭身」的部份，
求神賜給我們的兒女有為人處世的智慧。
你希望你的兒女有智慧嗎？帶他讀箴言。
現在的青年書讀得很多，但是成熟的卻很晚。
要學習殷勤、誠實，要學會面對挫折和失敗，
學
誠實
學會 對挫折 失
要在任何環境中都有一個樂觀有盼望的心態；
當 個人擁有這些品格的時候，
當一個人擁有這些品格的時候，
他不管到哪裡，都可以被上帝所祝福。

不僅生，也要養，孩子的成長一輩子只有一次！
我們教會的長老是醫學院的創辦人，他有一個兒子也是醫學博士，
他兒子跟媳婦在醫學院認識，22歲就結婚，
兩個 過著非常簡單的日子
兩個人過著非常簡單的日子，
把醫學院的訓練完成，眼看著可以過好日子，
上帝賜給他們四個孩子…
這個媽媽卻放掉小兒科專科醫師不做，專心在家帶孩子。
在美國一份薪水養四個孩子是很不容易的，
他們說，小孩子從小長大穿的衣服常常是別人的二手衣，
穿
常常
玩的玩具也是二手玩具，
但是每次回家 媽媽都在 這是 個充滿了愛的家庭！
但是每次回家，媽媽都在―這是一個充滿了愛的家庭！
如今這四個孩子長大，個個成才，
有的甚至到非常偏遠的地區成為宣教士！
我們求神幫助，不僅家庭如此，教會也是如此。

感謝神賜給我們教會許許多多的青年，這是神給教會很寶貝的資產！
我們要記住丁媽媽的榜樣 好好的去愛這些從各地來到這裡的孩子
我們要記住丁媽媽的榜樣，好好的去愛這些從各地來到這裡的孩子。
有的孩子在這裡才信主，他們需要有屬靈的父母親，
羅十六 連使徒保羅都需要有屬靈的母親
連使徒保羅都需要有屬靈的母親，求主幫助我們關心教會的這些青年人。
求主幫助我們關心教會的這些青年人
年輕人也不要害怕，你們認定這個長輩就去說：
「我請你為我禱告，請你做我屬靈的父母親。」我們的教會真正是一個屬靈的家，
我們樂意看到很多青年人在主裡面健康的成長，在各行各業能夠為主發光；
也有一些年輕人可以被主呼召成為傳道人跟宣教士；
我們成為一個箭袋充滿的教會！
今天是母親節，求主幫助我們是不枉然的建造。
我們也求主，將豐盛的年輕人兒女的產業賜給我們。
我們也願意把每一個神所託付給我們的孩子跟兒童，
能夠把他塑造成勇士手中的箭。
塑 成勇士手中的箭
也求主祝福我們的教會成為一個箭袋充滿的教會。

主耶穌我們感謝你！
你恩待我們能夠有母親來扶養我們長大，
我們求你記念每一個母親的擺上跟辛勞。
我們也求主賜福教會的年輕夫婦都能夠經歷生養的恩典，
也求主賜給所有的父母親智慧，能夠與你同工來養育孩子。
我也求主讓我們當中做兒女的，在主裡面凡事聽從父母，
做屬靈又蒙福的孩子。
我特別要為許許多多失去孩子的媽媽爸爸來禱告，求主安慰他們的心，
也唯有你能安慰，因為曾經在十字架上，你也失去了你的獨生愛子。
我 為失去父 親的
我也為失去父母親的孩子們來禱告，求主幫助他們更深的體會天父的愛，
幫
會 父的愛
因為愛的充滿，他們不覺得孤單。
我們這樣的禱告 是奉主 穌基督的名
我們這樣的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