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二十12 當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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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所賜你的地上得以長久。

23 兵丁既然將耶穌釘在十字架上，

就拿他的衣服分為四分，每兵一分；
又拿他的裡衣，這件裡衣原來沒有縫兒，是上下一片織成的。
拿他的裡衣 這件裡衣原來沒有縫兒 是上
片織成的
24 他們就彼此說：「我們不要撕開，只要拈鬮，看誰得著。」
這要應驗經上的話說：他們分了我的外衣，為我的裡衣拈鬮。
兵丁果然做了這事。
25 站在耶穌十字架旁邊的，有他母親與他母親的姊妹，
並革羅罷的妻子馬利亞，和抹大拉的馬利亞。
26 耶穌見母親和他所愛的那門徒站在旁邊，就對他母親說：
「母親 看 你的兒子
「母親，看，你的兒子！」
27 又對那門徒說：「看，你的母親！」
從此，那門徒就接她到自己家裡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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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于東京國際基督教會
全世界最不容易做的一個行業就是媽媽，24小時，沒有加班費，
有的時候還得不到別人的體諒，但是卻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工作。
有一個美國歌手寫了一首饒舌歌，形容媽媽從早上到晚上一天所做的
事情，唱了六七分鐘，音樂又好聽，中間不間斷的，獲得滿堂彩。
因此有人說：你也替爸爸做一首嘛！所以後來他就做了一首
替爸爸做的饒舌歌 只有 句話：「找你媽 去找你媽
替爸爸做的饒舌歌，只有一句話：「找你媽，去找你媽。」
你就曉得說母親是多麼的不容易。
在這邊要特別的祝福所有的媽媽們，你們是家庭裡面最大的祝福。上帝把「建立家」
在這邊要特別的祝福所有的媽媽們，你們是家庭裡面最大的祝福
上帝把 建立家」
的這個託付、託付了給你們，願你們能夠享受子女還有丈夫對你們的愛。

在我今天講道之前我先要為所有的媽媽們禱告：
親愛的天父，我們感謝你！我們為著許許多多的母親，按照聖經的教訓
養育兒女、建立家室來感謝你，求你讓她們享受她們勞苦的功效。
 我們也為單親的媽媽或者爸爸以及孩子來禱告：
他們非常的辛苦，求你憐憫他們，加倍的恩待他們。
 孩子在這個時候也要為所有失去孩子的媽媽來禱告：
很多時候這樣的痛只有你最瞭解
很多時候這樣的痛只有你最瞭解，
求你成為他們的安慰，也成為他們的盼望。
我們 為有
媽媽 們遇到了
較叛逆的孩子
 我們也為有一些媽媽他們遇到了一些比較叛逆的孩子：
求主等特別給他們智慧和耐心，
垂聽他們在你面前流淚的禱告。
有的 母親遇到的有特殊疾病的孩
 有的父母親遇到的有特殊疾病的孩子：
也求你每天都賜給他們夠用的恩典來扶養孩子，
也讓他們的孩子格外的可以感受到
天父和父母親對他們的愛。





我也為我們當中有些想要懷孕的姐妹們禱告：
當中
要
主你自己憐憫，你說我們要生養眾多，
你多知道他們渴慕得到孩子，
你是生命的主 願你彰顯你生命的大能在他們身上
你是生命的主，願你彰顯你生命的大能在他們身上，
讓她們享受懷孕生產的祝福。
我們當中己經有懷孕的媽媽，
我們也求主格外的保守，讓胎兒和母親都健康。



我們剛剛看到兒童主日學獻詩，我們充滿了感恩，
我們剛剛看到兒童主
學獻詩 我們充滿了感恩
你讓我們在一個箭袋充滿的教會。



也求你賜福主日學老師們，他們全年忠心的擺上。
祝福你教會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
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約一12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兒女。

而且這等人是從上帝生的，所以他們有神的生命在裡面。
每一個基督徒可以自然的很坦然的呼叫我們的神為「阿爸天父」，
也因著信靠耶穌基督 讓我們每 個 可 進
也因著信靠耶穌基督，讓我們每一個人可以進入一個屬靈的家，
個屬靈的家
得著神家庭的溫暖、醫治和豐富。
通常，誡命都是警告的成份居多，但是，今天我們所讀的這一條誡命
卻是帶著應許和祝福的誡命，也就是說當我們遵行這一條誡命之後，
我們不僅不會得罪上帝，而且可以得著從神那裡來的祝福。
我們一生當中都希望自己成為一個有福的人，基督徒信主以後
也是一個有福的人，我們不僅有地上的祝福更有永恆的祝福，
 當馬利亞順服上帝以後，她說萬代都要稱我為有福；
當馬利
帝 後
說萬代都要稱我為有福
 亞伯拉罕信從上帝以後，就是成為一個蒙福的人。
神說：論福，我要賜大福給你。
所以，你希望成為成為一個有福的人嗎？你要好好的思想這一節聖經。

今天是母親節，所以我要分享跟親子有關的信息。
出埃及記第20章是告訴我們十誡，
 前四誡是我們跟神之間的關係，後面六誡是我們跟人之間的關係。
 約版分成兩塊
約版分成兩塊，一塊也是講到跟神的關係，一塊是講到跟人的關係。
塊也是講到跟神的關係
塊是講到跟人的關係
在跟人的關係當中第一條就是「當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長壽」，
這是神託付給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第一條誡命。
這是神託付給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第 條誡命。
我們在世界上得到的第一個身份，就是兒女的身份，
人生當中最優先保護 養育我們的就是我們的父母親
人生當中最優先保護、養育我們的就是我們的父母親，
也是我們應當順服的第一個權柄。
有的候我們悖逆，但是神的救恩臨到我們身上，
有的候我們悖逆
但是神的救恩臨到我們身上
人得救以後得到的第一個身份就是神的兒女，
可以讓我們有一個新的開始。

中國人對於孝敬稍微有一點點的保守，
好像我們就畢恭畢敬、凡事都不可以違背。
但是英文在這方面的翻譯卻是給我們另外一個開啟 –
英文的 孝敬父母」翻成 尊榮你的父母親」 不論你是在 態上還是行為上
英文的「孝敬父母」翻成「尊榮你的父母親」，不論你是在心態上還是行為上。
所以 以弗所書、歌羅西書 都講到一件事情：我們做子女的
要「在主裡面，凡事聽從父母」，這是理所當然的，也是上帝所喜悅。
主耶穌就是一個孝順最好的典範，衪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遵行天父的旨意。
在 約二 衪第一次進聖殿的時候，有些事情他世上的父母親不了解，
但是他仍然聽從他肉身的父母親。
所以我在這裡也要勸一些青年人：若是你的父母親還沒有信主，
但是凡是他們的言行是合乎聖經真理的，我們都應該有要聽從，
是 是他們的言 是合乎聖 真 的 我們都應該有要聽
就算是有一些他們不信或不明白真理的時候所講的一些事情，
我們仍然要尊敬他們；天下沒有一個完美的父母。
基督徒的父母如果不照著聖經做，一樣的不能夠成為一個稱職的父母。

成為基督徒的父母責任更大，聖經上說基督徒的父母要照著主的教訓
來警戒和養育我們的孩子，那我們自己要先明白主的教訓是什麼？
而且我們也要遵行主的教訓，我們的教導才有這樣的權柄和力量，
我們先成為了神的好的兒女 我們才能夠教導我們自己的兒女
我們先成為了神的好的兒女，我們才能夠教導我們自己的兒女。
教會今年推《西敏小要理問答》，
農曆年的時候我們推了中文版
農曆年的時候我們推了中文版，
後來我們想到很多日文的弟兄姊妹，我們的第二代都是講日文，
長執會就決定我們應該要買日文本的小要理問答，
希望爸爸媽媽都能夠買回去跟孩子常常的來思想，
一條一條的來思想，建立你孩子的信仰和生命的價值觀。
父母親給孩子最大的禮物，就是活出上帝要我們活出的樣式，
創造一個合神心意的家庭，
讓孩 能夠在這樣的屬靈的
讓孩子能夠在這樣的屬靈的肥沃的土壤當中來成長。
的土壤當中來成長

第二個方面我要和大家一起思想 約翰福音 我們今天所讀的經文，
在十字架下發生的 個非常美麗的故事。
在十字架下發生的一個非常美麗的故事。
主耶穌在十字架極大痛苦中仍然顧念他的母親，
馬利亞這時她的心就好像被刀插了 樣 跟隨耶穌到十字架下面
馬利亞這時她的心就好像被刀插了一樣。跟隨耶穌到十字架下面
的只有一個弟兄四個姊妹，其他的人都因為害怕而跑光了。
在這個時候，耶穌基督就將他的母親託付給他的門徒約翰，
在這個時候
耶穌基督就將他的母親託付給他的門徒約翰
也許祂自己的兄弟也害怕還沒有相信，
也許他們平常的經濟狀況就是非常的糟糕。
在教會歷史裡面講到，約翰就從那一天開始就把馬利亞接到他的家去奉養，
後來約翰在以弗牧會就死在以弗所，馬利亞也葬在以弗所。
曾經有一個長輩跟我說，能夠奉養父母到他們回天家是子女的一個大福，
如果父母親在我們小的時候養育我們是一個負擔，
我們可以奉養父母到他們回天家那更是一個甜蜜的負擔。
我
奉養
到
家
蜜 負擔
你要不要向神求這樣的恩典？你要看上帝怎麼樣的來祝福和成全。

我特別要跟我們當中的年輕人說：
如果今天下午你有時間，你 定要跟你在國內的母親視頻，
如果今天下午你有時間，你一定要跟你在國內的母親視頻，
告訴他說你愛她。雖然她會嚇一跳、她會覺得你在跟她要錢，
但是你還是要告訴她說
但是你還是要告訴她說：「媽媽我好愛你，我好想你。」
媽媽我好愛你 我好想你 」
我覺得我們華人甚至於日本人都太吝嗇於表達我們的愛和感情，
我們當中許多做爸爸的 你的孩子還小 要替你的孩子寫卡片
我們當中許多做爸爸的，你的孩子還小，要替你的孩子寫卡片，
要替你的孩子買禮物送給媽媽，沒有人會買給爸爸。
當我們按
帝
則來
時
我們可 長壽
聖經上說當我們按照上帝的法則來生活的時候，他說我們可以長壽，
在這裡我願意做一點分享，頒佈十誡的時候是在摩西五經的背景之下，
就是當他們遵守上帝的話的時候，他們可以在上帝的應許之地
得以長久平安的居住，可以長久的活在上帝的祝福的當中，
所以真的是求神恩待我們，讓我們不僅蒙恩蒙福，
而且常常在主的恩、主的福當中。
常常在主的恩 主的福當中

在這裡講到兩個動詞就是「看」和「接」，
我們很習慣性的用我們肉身的眼睛去看事情去判斷事情，
但是我們會看走眼就是眼光會看錯了，甚至有的時候我們越看越失望，
特別當我們碰到了比較叛逆的孩子的時候 或者讓我們失望的父母親的時候
特別當我們碰到了比較叛逆的孩子的時候，或者讓我們失望的父母親的時候。
在這裡聖經教導我們一件事情：不要只用你肉身的眼睛去看，
讓我們透過耶穌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再來看神所託付給我們的人，
你從神的眼光，從十字架救恩愛的眼光來看，就充滿了盼望充滿了愛。
教會歷史裡面有一位聖奧古斯丁，他的母親一生悲慘，
嫁給了一個比他大25歲的男人，這個人非常懶惰放縱又對妻子不貞，
她是非常平凡又沒有學問的女子，但是上帝把一個敬虔的心放在她裡面，
從她身上我真的體會說：操練身體益處還少，惟獨敬虔凡事都有益。
身 我
會
練身
處
惟
虔 事 有
他們生了一個兒子奧古斯丁，讀書非常優秀很快就得到修辭學的博士，
但是在生活和品格上卻遺傳了他父親的放蕩，他的母親為他流淚禱告30年的時間，
直到上帝的時間的時候，奧古斯丁回轉來歸向神。

有的人說基因是可以遺傳的，就是人的 DNA 可以遺傳的，
像我女兒身上遺傳的不好 DNA 的都是我的，好的都是師母的。
的都是我的 好的都是師母的。
信仰不可以遺傳，但是信仰卻可以有極大的影響力，
敬虔的父母親對孩子的信仰會有極大的影響
敬虔的父母親對孩子的信仰會有極大的影響。
提摩太有非常虔誠的外婆跟母親。
我覺得我一生當中神給我很大的一個富足
我覺得我
生當中神給我很大的 個富足
就是有一位非常愛主的母親。
我母親已經過世，可是我每次都一定帶紅花，
因為我知道她把許許多多美好的信仰的祝福戴在我的身上。
 我親眼看到家裡再貧窮她也忠心的奉獻愛教會
 我親眼看到她是怎麼樣的愛護教會的傳道人，
不管有沒有恩賜
 我們家每年過年的時候煮年菜，最先吃的不是我們，
我們家每年過年的時候煮年菜 最先吃的不是我們
她一定要先叫我送去給教會的傳道人

最後一方面我要跟大家講，求神幫助我們要拓展屬靈的的親子互動，
不是每 個人都有機會結婚成家生子，
不是每一個人都有機會結婚成家生子，
但是我們仍然可以有機會有屬靈的親子互動，
我們都在 個屬靈的大家庭裡面
我們都在一個屬靈的大家庭裡面。
保羅自己沒有兒子，卻有兩個屬靈的兒子提多、提摩太，
也有 個屬靈的母親
也有一個屬靈的母親，
就是那個被強迫背耶穌十字架的古利奈西門的太太。
像保羅這麼屬靈、這麼成熟的人都需要有屬靈的子女跟父母親，我們也非常需要。
神帶我跟師母來到東京給我們一個很大的禮物，
我們自己的孩子在美國，我們一年難得見一次面，
但是，神卻把許多優秀的年輕孩子帶到我們教會，
我們願意成為他們屬靈的父母，
不僅我們愛他們，他們給我們的愛也給我們很大的滋潤。
僅我 愛他
他
我 的愛也 我
大的滋潤

另外一方面，也是要在主裡面去接納那些有需要幫助的人，
另外
方面 也是要在主裡面去接納那些有需要幫助的人
上帝特別不容許我們去輕視那些弱勢的人。
 舊約裡面有許許多多的警告，
就是你不可以去欺負那個孤兒寡母，
上帝是會為他們申冤的
帝是會為他們申冤的
 教牧書信也提到要關懷照顧那些敬虔的寡婦
我和師母在台灣過農曆年都會做一件事，
灣
年都會
件
過年都是大家回家裡跟家人團聚的時間，
但是我們兩個取得我們雙方父母親的同意，
我們集合教會的一群弱勢的家庭在教會過大年夜，
後來有很多弟兄姐妹受感動，他們也一起參與。

我在台灣的教會曾經有兩個生命上遇到很大挫折的家庭，
獨生子女不是病逝就是意外死亡。
病 就 意
因此我們鼓勵教會很多年輕人用愛去包圍他們，
這兩個傷心的家庭卻得到了最大的祝福，
每年母親節他們是排著隊人家請他們吃飯，那是你屬靈的孩子。
其實在我成長過程當中我肉身的家人在有些方面並不能幫助我，
但是在教會裡面有許多父兄長輩來關心我，成為我生命中極大的祝福。
所 我也要鼓勵我們當中做長輩的 神讓你在教會中做長輩絕不突然
所以我也要鼓勵我們當中做長輩的，神讓你在教會中做長輩絕不突然，
去青年、社青團契去認養這些青年人，關心他們愛他們邀請他們
去你家裡吃飯，有的時候可以邀請他們去你家裡做飯甚至洗碗。
以前我在台灣的時候是在醫學院旁邊，
台灣讀醫學院的孩子是從來不碰這些家事的，
來我們家以後連洗碗都會了，他爸爸媽媽高興得要命。
我 家
洗碗 會
高
命

今天是母親節，聖經教導我們要好好的孝敬尊榮父母，
 我們要在主裡面有盼望、要幫助有需要的人
我們要在主裡面有盼望 要幫助有需要的人
 要用神的眼光去看那些還沒有得救甚至非常悖逆的我們的親人
 在這
在這一年的當中求神幫助我們讓我們都有屬靈的父母親跟屬靈的子女
年的當中求神幫助我們讓我們都有屬靈的父母親跟屬靈的子女
 對還在慕道的朋友，我邀請你接受耶穌做你個人的救主，
成為神的兒女是一個有福的開始，進入屬靈的家庭是一個非常蒙福的事情
禱告：
天父我們感謝你，在今天的早上再一次的提醒我們主你樂意祝福我們，
求主就讓我們選擇要來謹守遵行你的命令。
你自己也說「當信主耶穌我們全家都要得救」，
求你恩待讓我們每 個人也能夠持續的
求你恩待讓我們每一個人也能夠持續的
為家人禱告，直到他們都得救，
也讓我們不僅有機會成為父母，更成為屬靈的父母親。
奉耶穌的名禱告，阿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