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诸长乐牧师讲道纪念集诸长乐牧师讲道纪念集诸长乐牧师讲道纪念集诸长乐牧师讲道纪念集 第八讲第八讲……

箭袋充满箭袋充满

音 萤幕

播映操作小技术：滑鼠click各位置

目前播映片号/总片数 音量、全萤幕

目前时间/总播映时间暂停 课程纲要，可指定播映片号内容前后换片、暂停

请按 开始播放

1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

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读经
诗 二七

2 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

惟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

诗一二七
1-5

3 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

4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箭。

5箭袋充满的人便为有福；

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

箭袋充满
诗 二七1 5诗一二七1-5

诸长乐牧师 2017.05.14
母亲节礼拜母亲节礼拜

我曾经听过一首英文的饶舌歌，把妈妈从早上到晚上所有啰嗦的事情，
编成了 首很有趣的歌 那首歌好长 好快 曲调又好听编成了一首很有趣的歌，那首歌好长，好快，曲调又好听。
有人就请那个歌手也替爸爸编一条，那个饶舌歌手替爸爸也编了一条歌，

很短，只有一句话：「去找你妈去！」的确，圣经说妈妈才是家里的重心，很短，只有 句话：「去找你妈去！」的确，圣经说妈妈才是家里的重心，
有妈妈家里就稳定。上帝创造家庭也祝福家庭，当家庭有困难的时候，

神的第一个神迹也行在家庭里面。当我们真正的爱神，神的第一个祝福
也是临到我们的家。大卫平定了整个以色列国以后，他想做一件事情：

就是为上帝建圣殿。虽然上帝没有容许大卫直接建圣殿，
但是他有心要为上帝建殿 上帝就说「我要大大地祝福你的家 」但是他有心要为上帝建殿，上帝就说「我要大大地祝福你的家。」

神怎么样的恩待大卫，也同样的会恩待我们每一个人。

基督徒在地上有两个家，还有一个天家。
地上的两个家 个是我们的「原生家庭」地上的两个家，一个是我们的「原生家庭」，
另外一个是当我们信主以后，神给我们的「属灵的家」。
我们不能够选择原生家庭，我们不能够选择原生家庭，

但是上帝却给我们非常好的属灵家庭─
就是衪的「教会」，衪

我们可以在这里得到父母亲不能够给我们的爱，
也可以看到很多父母亲没有办法做出来的好榜样。

所以，好不好让我们一起珍惜这个属灵的家！

今天我们所读的 诗一二七
可以说是一个「幸福家庭的蓝图」，

我要从几个方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一、不枉然的建造
在这篇诗篇的1 2节出现了「枉然」三次 也出现了「若不是」两次在这篇诗篇的1、2节出现了「枉然」三次，也出现了「若不是」两次，

圣经用一种比较负面的表述来提醒我们一些该注意的事情：
「若不是」上帝建造你的家，你再努力也是「枉然」；「若不是」 建造 ， 再 力也 「枉然」；
「若不是」上帝替你看守你的家，你再怎么整夜担心不睡也「没有用」。

这就告诉我们，其实很多事情根本不在我们手中，
事情的发展跟结果也不是我们能掌握的。

这篇诗篇是所罗门王所写的，上帝给所罗门王一个特权，
他可以为上帝建造圣殿 他也为自己建造了很多宫殿他可以为上帝建造圣殿；他也为自己建造了很多宫殿，
所以，当他写这篇诗篇的时候，一定有很多的经验。

事实上 在整个建造的过程 需要很多上帝的恩典事实上，在整个建造的过程，需要很多上帝的恩典。

做为一个牧师，事实上我是很害怕建堂的，
但是神让我经历了好多次的建堂过程但是神让我经历了好多次的建堂过程。
若是出于上帝的，你就可以看见神施恩的手怎么帮助…

八年前我在台北的教会再一次经历建堂，当我们在传递负担的时候，
有一次我讲完道有一个弟兄来找我 他说：「我家里有好多的香柏木有 次我讲完道有 个弟兄来找我，他说：「我家里有好多的香柏木，

有一次我进口了很多还剩下一些，我可不可以奉献给教会？」
做为一个传道人，我读圣经读到「香柏木」非常多次，做为 个传道人，我读圣经读到「香柏木」非常多次，

但是从来没看过香柏木，我很兴奋说：「可以，拿来。」
我们就把香柏木贴满了诗袍的那个柜子。

香柏木有干燥、除虫的功能，更重要的，它的的香味实在是棒的要命！
每一次我们的诗班穿着诗袍出来，就有一股非常香的香气。

所以有一段时间，每次人家到我台湾的教会参观，
我就一定带他去看那个诗袍柜。

你会发现 当所罗门建殿的时候 有很多的东西就出现你会发现：当所罗门建殿的时候，有很多的东西就出现：
很会做工的巧匠，巨大又宝贵的石头被挖出来，
许多非常贵重的木材也被运来许多非常贵重的木材也被运来。

你做上帝的工，你会经历神的丰富。

今天华人 大的挑战就是我们很「惧怕贫穷」，
我们因为历史的因素 所以把安全系数列的非常高我们因为历史的因素，所以把安全系数列的非常高。
我们拼命努力的工作，就怕生命当中缺了什么，

但是很可惜，在我们拼命努力的工作，但是很可惜，在我们拼命努力的工作，
想要有一个健全的家的时候，却失去了很多东西。

「物质」对家庭当然重要，但家庭里面 重要的是「关系」：
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三代之间的关系。

我看到太多的家庭，他们有丰富的物质，但彼此的关系是非常冰凉的。

我们容许了太多事情占据我们的时间，
我们没有时间和最亲爱的人分享跟沟通，

我们忙忙 连 家人吃个饭都没有空我们忙忙碌碌甚至连跟家人吃个饭都没有空。
但是这段圣经却告诉我们：惟有耶和华所喜爱的，叫他安然睡觉。

晚上睡得好吗？睡得好表示你很平安 睡得好表示你没有重担 没有挂虑晚上睡得好吗？睡得好表示你很平安，睡得好表示你没有重担、没有挂虑，
所以圣经说：上帝所喜爱的，要他安然睡觉。

所罗门王会讲这样的话，因为他生命中两件 重要的事情
都是在他睡觉的时候发生的都是在他睡觉的时候发生的。

他很聪明也很能干，但是他发现他睡觉的时候，
上帝做的事情比他白天做的事情还多！上帝做的事情比他白天做的事情还多！

当他刚做王的时候，有一天他睡觉做了一个梦，
在梦中上帝他向显现，说：
你向我要什么，我都给你，他向上帝「求智慧」，

上帝说：你求得好，你没有求的我也给你─这就是上帝的法则。

新约也是如此，主耶稣在登山宝训说─
你们要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你们所要的上帝都会给你们。

因此 我们在主面前的「生命优先顺序」非常重要因此，我们在主面前的「生命优先顺序」非常重要。

所罗门王建好圣殿以后，第二次神又在梦中向他显现，告诉他说：
果你「谨守遵 我给你的 切话 你就要成为 个「蒙福的如果你「谨守遵行」我给你的一切话，你就要成为一个「蒙福的人」；

但是如果你「偏离」我的话，上帝的「管教」就要临到你的身上。



我愿意讲两个见证。我 近听到一位姐妹分享：她是做业务的，压力很大，
可是神感动她下班以后去读神学 要好好的装备自己 她就报名了神学可是神感动她下班以后去读神学，要好好的装备自己，她就报名了神学，

每天晚上11点以后继续读神学的书。她跟我作见证说：
「很奇妙，从我读神学开始，我每个月的业绩不仅达到，「很奇妙，从我读神学开始，我每个月的业绩不仅达到，

而且超标到200%，每个月都是公司的第一名，被表扬。」
感谢神，她先求上帝的国，她经历上帝的应许。

我年轻的时候也有这样的经历：
我好不容易考取大学，我觉得一定要在学校为主做好的见证。

第一年的时候我把一些服事都停下来，专心用功读书，
结果那一年我参加了很多「教授访问团」。我为什么去访问那些教授呢？

因为我考得太烂 我请他们不要把我当掉 后来我大 的暑假想通了因为我考得太烂，我请他们不要把我当掉。后来我大一的暑假想通了，
我大概不是什么读书的料，该服事主好好服事主。

结果大二开始 我的成绩一下子就是班上前三名结果大二开始，我的成绩 下子就是班上前三名。
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这我的经验，我愿意跟大家分享。

不错，我们要努力工作，但也要懂得休息；工作有时，休息有时。
诗四十六你们要休息 要知道我是上帝诗四十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上帝。

有时候我们忙忙碌碌，都忘记了还有一位上帝，觉得所有的事情、所有的
重担都要我自己来背负！基督徒休息的方式就是来到上帝的面前敬拜上帝，重担都要我自己来背负！基督徒休息的方式就是来到上帝的面前敬拜上帝，

我们好好的守主日，神让我们重新得力。

在美国曾经有用斧头砍树的比赛，有一个人有很好的技巧，就去参加那个比赛，在美国曾经有用斧头砍树的比赛，有 个人有很好的技巧，就去参加那个比赛，
他有把握可以破纪录，破记录可以得到很高的奖金，他做好了所有的准备，

第一天就去砍树，很可惜，只差一棵树他就破纪录，他说：好，没关系，
我明天再来。第二天继续砍，哇！离记录差两棵树，他回去检讨…

第三天再去砍，离纪录三棵树，愈来愈远，他对自己完全失去了信心。
可是那个负责比赛的人却告诉他 「先生 以你的技术 定可以破纪录可是那个负责比赛的人却告诉他：「先生，以你的技术一定可以破纪录，

但是如果你肯花一点时间把你的斧子再磨一下，你一定可以破记录。」

同样的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就是有 个时间来磨我们的斧子 休息绝对同样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是有一个时间来磨我们的斧子，休息绝对
不是浪费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建造我们的家庭，是蒙福又有果效的建造。

二、家庭里很重要的就是儿女
这里讲到「儿女是上帝所赐的产业」 一个人能够怀孕都是上帝的赏赐这里讲到「儿女是上帝所赐的产业」， 个人能够怀孕都是上帝的赏赐，

所以，我们能够有孩子其实都是上帝的赏赐、恩典，没有什么可夸的，
你我不能够制造一个生命，除非上帝赏赐，把这个生命托付给我们…你我不能够制造 个生命，除非上帝赏赐，把这个生命托付给我们

初代教会对于单身的、结婚的，甚至有没有孩子的，
都当作一种神所给我们的生活方式，

没有哪一种生活方式比较高明。

我们共同生活在一个属灵的家庭里面，见证上帝的爱，
没有遇到合适的机会结婚、不能生小孩，一点都不可耻！

教会应该是一个充满了爱的环境，不要让这些弟兄姊妹活在压力之下，
这是我 辈子在教会里面要替这些人所争取的 我们不是任何 个人的上帝这是我一辈子在教会里面要替这些人所争取的！我们不是任何一个人的上帝，

神恩待让我们能够结婚有家庭，但是婚姻、家庭跟子女，
并不是所有幸福的来源 基督徒要有永恒的盼望并不是所有幸福的来源。基督徒要有永恒的盼望，

基督徒也要学习：将对家人的爱，扩展到不是我们的家人。

在台湾有两对夫妇，他们很优秀但是没有孩子，
上帝感动他们就去认养被弃养的孩子上帝感动他们就去认养被弃养的孩子。

我特别佩服西方的弟兄姊妹，很多人专门认养残障的孩子，
每当我看到这样的孩子的时候，都觉得上帝的恩典特别丰富的在他们身上！每当我看到这样的孩子的时候，都觉得上帝的恩典特别丰富的在他们身上！
有的时候，上帝没有让我们有孩子是让我们有「更多的自由」

参加各样服事、宣教和奉献。赛五十四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

没有经过产难的要发生歌唱，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还多。

我看到许多的宣教士一生都没有结婚，
但是他们却照顾许许多多有需要的孤儿 他们的儿女真的比我们还多但是他们却照顾许许多多有需要的孤儿，他们的儿女真的比我们还多！

赛五十六太监不要说自己是枯树。

一个守上帝的约的人 上帝要使他们被纪念一个守上帝的约的人，上帝要使他们被纪念，
上帝要使他们的生命比有儿女的生命更美！

面对上帝的恩典我们必须更加的谦卑，面对上帝的恩典我们必须更加的谦卑，
而不是把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拿来批判比较别人。



三、儿女就好像勇士手中的箭
父母是弓 儿女是箭 一个好的箭有三个部份：父母是弓，儿女是箭， 个好的箭有三个部份：

「箭头」需要非常的锐利，「箭身」需要非常笔直，
「箭尾」的羽毛要保持这支箭射出去的平稳跟精确。「箭尾」的羽毛要保持这支箭射出去的平稳跟精确。

我从这三个方面跟大家分享：怎样来养育我们的孩子？

「箭头」─我们做父母亲的要有一个敬畏神的榜样，「箭头」 我 父 亲 要 敬畏神 榜 ，
我们可以给儿女 好的就是「对神的信心」。

我很感谢神给我一个敬虔的母亲，她一生中有三件事情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1.她非常爱教会也爱传道人，我们家每年过年做菜的时候，

妈妈一定会做好的先要我拿去给传道人，我看到了这样的榜样。
2 再怎么缺乏 在奉献上面她是非常忠心的2.再怎么缺乏，在奉献上面她是非常忠心的，

因此她对神有非常多活泼的经历。
3 我每天早上5 6点的时候3.我每天早上5、6点的时候，

看到她跪在床边为家里的困难、每一个孩子祷告。

神 听父母亲的祷告，箴言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
小时候我们的家里环境不好 我两个哥哥15岁就到部队去了 太早离开家小时候我们的家里环境不好，我两个哥哥15岁就到部队去了，太早离开家，

所以有很多不好的生活习惯，但是我的母亲仍然每天为他们祷告。
到他们两个60岁的时候就都回到教会，他们做见证说：「我们回教会到他们两个60岁的时候就都回到教会，他们做见证说：「我们回教会

不是因为你这个做牧师的弟弟，我们相信是神听了妈妈的祷告。」
尽管这个祷告的成就是在我妈妈过世十几年以后，这激励我们「不灰心的祷告」。

我们也要培养儿女有好的品格─就是「箭身」的部份，
求神赐给我们的儿女有为人处世的智慧。

你希望你的儿女有智慧吗？带他读箴言。
现在的青年书读得很多，但是成熟的却很晚。

要学习殷勤 诚实 要学会面对挫折和失败要学习殷勤、诚实，要学会面对挫折和失败，
要在任何环境中都有一个乐观有盼望的心态；

当一个人拥有这些品格的时候当 个人拥有这些品格的时候，
他不管到哪里，都可以被上帝所祝福。

「箭尾」的部份─要有一个好的性格，充满了爱的能量。父母可以给儿女
重要的礼物不是只有物质而已 而是一个充满了温暖的 爱的关系的家重要的礼物不是只有物质而已，而是一个充满了温暖的、爱的关系的家。
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长大的孩子是有自信的孩子，

是有爱心可以去帮助别人的，是有一颗慷慨感恩的心的。是有爱心可以去帮助别人的，是有 颗慷慨感恩的心的。
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的孩子们都成为勇士手中的箭。

四、要成为一个箭袋充满的人四、要成为 个箭袋充满的人。
古代的农业社会「人口就是力量」，今天还是一样。
能生的父母亲就尽量生，要有信心，世界上告诉你：能 父 亲就尽量生，要有 ， 界

养个孩子多贵！你养不起！但是圣经说：
「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

要相信上帝的话，我们乐意看到教会有许多的年轻夫妇生养众多。
我刚刚看到约书亚团团契包括闹场的总共26个，个个可爱！

神祝福我们的教会是 个箭袋充满的教会神祝福我们的教会是一个箭袋充满的教会。

不仅生，也要养，孩子的成长一辈子只有一次！
我们教会的长老是医学院的创办人 他有一个儿子也是医学博士我们教会的长老是医学院的创办人，他有 个儿子也是医学博士，
他儿子跟媳妇在医学院认识，22岁就结婚，

两个人过着非常简单的日子，两个人过着非常简单的日子，
把医学院的训练完成，眼看着可以过好日子，

上帝赐给他们四个孩子…
这个妈妈却放掉小儿科专科医师不做，专心在家带孩子。

在美国一份薪水养四个孩子是很不容易的，
他们说 小孩子从小长大穿的衣服常常是别人的 手衣他们说，小孩子从小长大穿的衣服常常是别人的二手衣，

玩的玩具也是二手玩具，
但是每次回家 妈妈都在 这是一个充满了爱的家庭！但是每次回家，妈妈都在─这是一个充满了爱的家庭！

如今这四个孩子长大，个个成才，
有的甚至到非常偏远的地区成为宣教士！有的甚至到非常偏远的地区成为宣教士！

我们求神帮助，不仅家庭如此，教会也是如此。



感谢神赐给我们教会许许多多的青年，这是神给教会很宝贝的资产！
我们要记住丁妈妈的榜样 好好的去爱这些从各地来到这里的孩子我们要记住丁妈妈的榜样，好好的去爱这些从各地来到这里的孩子。

有的孩子在这里才信主，他们需要有属灵的父母亲，
罗十六 连使徒保罗都需要有属灵的母亲，求主帮助我们关心教会的这些青年人。罗十六 连使徒保罗都需要有属灵的母亲，求主帮助我们关心教会的这些青年人。

年轻人也不要害怕，你们认定这个长辈就去说：
「我请你为我祷告，请你做我属灵的父母亲。」我们的教会真正是一个属灵的家，

我们乐意看到很多青年人在主里面健康的成长，在各行各业能够为主发光；
也有一些年轻人可以被主呼召成为传道人跟宣教士；

我们成为一个箭袋充满的教会！

今天是母亲节，求主帮助我们是不枉然的建造。
我们也求主，将丰盛的年轻人儿女的产业赐给我们。
我们也愿意把每一个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孩子跟儿童，

能够把他塑造成勇士手中的箭能够把他塑造成勇士手中的箭。
也求主祝福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箭袋充满的教会。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你恩待我们能够有母亲来扶养我们长大，
我们求你记念每一个母亲的摆上跟辛劳。

我们也求主赐福教会的年轻夫妇都能够经历生养的恩典，
也求主赐给所有的父母亲智慧，能够与你同工来养育孩子。
我也求主让我们当中做儿女的，在主里面凡事听从父母，

做属灵又蒙福的孩子。
孩 安我特别要为许许多多失去孩子的妈妈爸爸来祷告，求主安慰他们的心，

也唯有你能安慰，因为曾经在十字架上，你也失去了你的独生爱子。
我也为失去父母亲的孩子们来祷告 求主帮助他们更深的体会天父的爱我也为失去父母亲的孩子们来祷告，求主帮助他们更深的体会天父的爱，

因为爱的充满，他们不觉得孤单。
我们这样的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