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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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一讲第四十一讲……

十架下的亲子关系十架下的亲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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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二十12 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 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23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分，每兵一分；

拿他 这件 原来没有缝儿 是 片 成

读经
约十九

又拿他的里衣，这件里衣原来没有缝儿，是上下一片织成的。
24他们就彼此说：「我们不要撕开，只要拈阄，看谁得着。」

这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们分了我的外衣 为我的里衣拈阄

23-27

这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拈阄。
兵丁果然做了这事。

25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姊妹，
并革罗罢的妻子马利亚，和抹大拉的马利亚。

26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
「母亲 看 你的儿子「母亲，看，你的儿子！」

27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
从此，那门徒就接她到自己家里去了从此，那门徒就接她到自己家里去了。

十架下的亲子关系十架下的亲子关系
约十九23-27、出二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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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于东京国际基督教会

全世界 不容易做的一个行业就是妈妈 24小时 没有加班费全世界 不容易做的 个行业就是妈妈，24小时，没有加班费，
有的时候还得不到别人的体谅，但是却是全世界 重要的工作。

有一个美国歌手写了一首饶舌歌，形容妈妈从早上到晚上一天所做的
事情，唱了六七分钟，音乐又好听，中间不间断的，获得满堂彩。
因此有人说：你也替爸爸做一首嘛！所以后来他就做了一首

替爸爸做的饶舌歌 只有 句话 「找你妈 去找你妈 」替爸爸做的饶舌歌，只有一句话：「找你妈，去找你妈。」
你就晓得说母亲是多么的不容易。

在这边要特别的祝福所有的妈妈们，你们是家庭里面 大的祝福。上帝把「建立家」在这边要特别的祝福所有的妈妈们，你们是家庭里面 大的祝福。上帝把「建立家」
的这个托付、托付了给你们，愿你们能够享受子女还有丈夫对你们的爱。

在我今天讲道之前我先要为所有的妈妈们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我们为着许许多多的母亲 按照圣经的教训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为着许许多多的母亲，按照圣经的教训
养育儿女、建立家室来感谢你，求你让她们享受她们劳苦的功效。
 我们也为单亲的妈妈或者爸爸以及孩子来祷告：

他们非常的辛苦，求你怜悯他们，加倍的恩待他们。
 孩子在这个时候也要为所有失去孩子的妈妈来祷告：

很多时候这样的痛只有你 了解很多时候这样的痛只有你 了解，
求你成为他们的安慰，也成为他们的盼望。

 我们也为有一些妈妈他们遇到了一些比较叛逆的孩子：叛逆的孩子
求主等特别给他们智慧和耐心，

垂听他们在你面前流泪的祷告。
有的父母亲遇到的有特殊疾病的孩子 有的父母亲遇到的有特殊疾病的孩子：
也求你每天都赐给他们够用的恩典来扶养孩子，

也让他们的孩子格外的可以感受到也让他们的孩子格外的可以感受到
天父和父母亲对他们的爱。



 我也为我们当中有些想要怀孕的姐妹们祷告：
主你自己怜悯，你说我们要生养众多，

你多知道他们渴慕得到孩子，
你是生命的主 愿你彰显你生命的大能在他们身上你是生命的主，愿你彰显你生命的大能在他们身上，

让她们享受怀孕生产的祝福。

 我们当中己经有怀孕的妈妈 我们当中己经有怀孕的妈妈，
我们也求主格外的保守，让胎儿和母亲都健康。

 我们刚刚看到儿童主日学献诗，我们充满了感恩，我们刚刚看到儿童主日学献诗，我们充满了感恩，
你让我们在一个箭袋充满的教会。

 也求你赐福主日学老师们，他们全年忠心的摆上。

祝福你教会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
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今天是母亲节，所以我要分享跟亲子有关的信息。

出埃及记二十章是告诉我们十诫，
 前四诫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后面六诫是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
约版分成两块 块也是讲到跟神的关系 块是讲到跟人的关系 约版分成两块，一块也是讲到跟神的关系，一块是讲到跟人的关系。

在跟人的关系当中第一条就是「当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
这是神托付给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第一条诫命这是神托付给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第 条诫命。

我们在世界上得到的第一个身份，就是儿女的身份，
人生当中 优先保护、养育我们的就是我们的父母亲，人生当中 优先保护、养育我们的就是我们的父母亲，

也是我们应当顺服的第一个权柄。

有的候我们悖逆，但是神的救恩临到我们身上，有的候我们悖逆，但是神的救恩临到我们身上，
人得救以后得到的第一个身份就是神的儿女，

可以让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

约一12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
而且这等人是从上帝生的 所以他们有神的生命在里面而且这等人是从上帝生的，所以他们有神的生命在里面。

每一个基督徒可以自然的很坦然的呼叫我们的神为「阿爸天父」，
也因着信靠耶稣基督，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进入一个属灵的家，也因着信靠耶稣基督，让我们每 个人可以进入 个属灵的家，

得着神家庭的温暖、医治和丰富。
通常，诫命都是警告的成份居多，但是，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条诫命

却是带着应许和祝福的诫命，也就是说当我们遵行这一条诫命之后，
我们不仅不会得罪上帝，而且可以得着从神那里来的祝福。

我们一生当中都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基督徒信主以后
也是一个有福的人，我们不仅有地上的祝福更有永恒的祝福，

当马利亚顺服上帝以后 她说万代都要称我为有福 当马利亚顺服上帝以后，她说万代都要称我为有福；
 亚伯拉罕信从上帝以后，就是成为一个蒙福的人。

神说：论福 我要赐大福给你神说：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
所以，你希望成为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吗？你要好好的思想这一节圣经。

中国人对于孝敬稍微有一点点的保守，
好像我们就毕恭毕敬 凡事都不可以违背好像我们就毕恭毕敬、凡事都不可以违背。

但是英文在这方面的翻译却是给我们另外一个开启 –
英文的「孝敬父母」翻成「尊荣你的父母亲」，不论你是在心态上还是行为上。英文的「孝敬父母」翻成「尊荣你的父母亲」，不论你是在心态上还是行为上。

所以以弗所书、歌罗西书都讲到一件事情：我们做子女的
要「在主里面，凡事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上帝所喜悦。

主耶稣就是一个孝顺 好的典范，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遵行天父的旨意。
在 约二他第一次进圣殿的时候，有些事情他世上的父母亲不了解，

但是他仍然听从他肉身的父母亲。
所以我在这里也要劝一些青年人：若是你的父母亲还没有信主，

但是凡是他们的言行是合乎圣经真理的 我们都应该有要听从但是凡是他们的言行是合乎圣经真理的，我们都应该有要听从，
就算是有一些他们不信或不明白真理的时候所讲的一些事情，

我们仍然要尊敬他们；天下没有一个完美的父母我们仍然要尊敬他们；天下没有 个完美的父母。
基督徒的父母如果不照着圣经做，一样的不能够成为一个称职的父母。



成为基督徒的父母责任更大，圣经上说基督徒的父母要照着主的教训
来警戒和养育我们的孩子 那我们自己要先明白主的教训是什么？来警戒和养育我们的孩子，那我们自己要先明白主的教训是什么？
而且我们也要遵行主的教训，我们的教导才有这样的权柄和力量，

我们先成为了神的好的儿女，我们才能够教导我们自己的儿女。我们先成为了神的好的儿女，我们才能够教导我们自己的儿女。

教会今年推《西敏小要理问答》，
农历年的时候我们推了中文版，农历年的时候我们推了中文版，
后来我们想到很多日文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第二代都是讲日文，

长执会就决定我们应该要买日文本的小要理问答，
希望爸爸妈妈都能够买回去跟孩子常常的来思想，

一条一条的来思想，建立你孩子的信仰和生命的价值观。

父母亲给孩子最大的礼物，就是活出上帝要我们活出的样式，
创造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

让孩子能够在这样的属灵的肥沃的土壤当中来成长让孩子能够在这样的属灵的肥沃的土壤当中来成长。

我特别要跟我们当中的年轻人说：
如果今天下午你有时间 你一定要跟你在国内的母亲视频如果今天下午你有时间，你一定要跟你在国内的母亲视频，

告诉他说你爱她。虽然她会吓一跳、她会觉得你在跟她要钱，
但是你还是要告诉她说：「妈妈我好爱你，我好想你。」但是你还是要告诉她说：「妈妈我好爱你，我好想你。」

我觉得我们华人甚至于日本人都太吝啬于表达我们的爱和感情，
我们当中许多做爸爸的，你的孩子还小，要替你的孩子写卡片，我们当中许多做爸爸的，你的孩子还小，要替你的孩子写卡片，

要替你的孩子买礼物送给妈妈，没有人会买给爸爸。

圣经上说当我们按照上帝的法则来生活的时候，他说我们可以长寿，， 寿，
在这里我愿意做一点分享，颁布十诫的时候是在摩西五经的背景之下，

就是当他们遵守上帝的话的时候，他们可以在上帝的应许之地
得以长久平安的居住，可以长久的活在上帝的祝福的当中，

所以真的是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不仅蒙恩蒙福，
而且常常在主的恩 主的福当中而且常常在主的恩、主的福当中。

第二个方面我要和大家一起思想 约翰福音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
在十字架下发生的一个非常美丽的故事在十字架下发生的一个非常美丽的故事。

主耶稣在十字架极大痛苦中仍然顾念他的母亲，
马利亚这时她的心就好像被刀插了一样。跟随耶稣到十字架下面马利亚这时她的心就好像被刀插了 样。跟随耶稣到十字架下面

的只有一个弟兄四个姊妹，其他的人都因为害怕而跑光了。

在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就将他的母亲托付给他的门徒约翰，在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就将他的母亲托付给他的门徒约翰，
也许他自己的兄弟也害怕还没有相信，
也许他们平常的经济状况就是非常的糟糕。

在教会历史里面讲到，约翰就从那一天开始就把马利亚接到他的家去奉养，
后来约翰在以弗牧会就死在以弗所，马利亚也葬在以弗所。

曾经有一个长辈跟我说，能够奉养父母到他们回天家是子女的一个大福，
如果父母亲在我们小的时候养育我们是一个负担，
我们可以奉养父母到他们回天家那更是 个甜蜜的负担我们可以奉养父母到他们回天家那更是一个甜蜜的负担。

你要不要向神求这样的恩典？你要看上帝怎么样的来祝福和成全。

在这里讲到两个动词就是「看」和「接」，
我们很习惯性的用我们肉身的眼睛去看事情去判断事情我们很习惯性的用我们肉身的眼睛去看事情去判断事情，

但是我们会看走眼就是眼光会看错了，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越看越失望，
特别当我们碰到了比较叛逆的孩子的时候，或者让我们失望的父母亲的时候。特别当我们碰到了比较叛逆的孩子的时候，或者让我们失望的父母亲的时候。

在这里圣经教导我们一件事情：不要只用你肉身的眼睛去看，
让我们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再来看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人，

你从神的眼光，从十字架救恩爱的眼光来看，就充满了盼望充满了爱。

教会历史里面有一位圣奥古斯丁，他的母亲一生悲惨，
嫁给了一个比他大25岁的男人，这个人非常懒惰放纵又对妻子不贞，

她是非常平凡又没有学问的女子，但是上帝把一个敬虔的心放在她里面，
从她身上我真的体会说 操练身体益处还少 惟独敬虔凡事都有益从她身上我真的体会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惟独敬虔凡事都有益。

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奥古斯丁，读书非常优秀很快就得到修辞学的博士，
但是在生活和品格上却遗传了他父亲的放荡 他的母亲为他流泪祷告30年的时间但是在生活和品格上却遗传了他父亲的放荡，他的母亲为他流泪祷告30年的时间，

直到上帝的时间的时候，奥古斯丁回转来归向神。



有的人说基因是可以遗传的，就是人的 DNA可以遗传的，
像我女儿身上遗传的不好 DNA的都是我的 好的都是师母的像我女儿身上遗传的不好 DNA的都是我的，好的都是师母的。

信仰不可以遗传，但是信仰却可以有极大的影响力，
敬虔的父母亲对孩子的信仰会有极大的影响。敬虔的父母亲对孩子的信仰会有极大的影响。

提摩太有非常虔诚的外婆跟母亲。

我觉得我一生当中神给我很大的一个富足我觉得我 生当中神给我很大的 个富足
就是有一位非常爱主的母亲。

我母亲已经过世，可是我每次都一定带红花，
因为我知道她把许许多多美好的信仰的祝福戴在我的身上。
我亲眼看到家里再贫穷她也忠心的奉献爱教会
我亲眼看 她是怎么样的爱护教会的传道人我亲眼看到她是怎么样的爱护教会的传道人，
不管有没有恩赐

我们家每年过年的时候煮年菜 先吃的不是我们我们家每年过年的时候煮年菜， 先吃的不是我们，
她一定要先叫我送去给教会的传道人

另外 方面 也是要在主里面去接纳那些有需要帮助的人另外一方面，也是要在主里面去接纳那些有需要帮助的人，
上帝特别不容许我们去轻视那些弱势的人。
旧约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警告旧约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警告，

就是你不可以去欺负那个孤儿寡母，
上帝是会为他们申冤的帝是会为他们申冤的

教牧书信也提到要关怀照顾那些敬虔的寡妇

我和师母在台湾过农历年都会做一件事，
过年都是大家回家里跟家人团聚的时间，
但是我们两个取得我们双方父母亲的同意，

我们集合教会的一群弱势的家庭在教会过大年夜，
后来有很多弟兄姐妹受感动，他们也一起参与。

后一方面我要跟大家讲，求神帮助我们要拓展属灵的的亲子互动，
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结婚成家生子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结婚成家生子，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有机会有属灵的亲子互动，
我们都在一个属灵的大家庭里面。我们都在 个属灵的大家庭里面。

保罗自己没有儿子，却有两个属灵的儿子提多、提摩太，
也有一个属灵的母亲，也有 个属灵的母亲，

就是那个被强迫背耶稣十字架的古利奈西门的太太。
像保罗这么属灵、这么成熟的人都需要有属灵的子女跟父母亲，我们也非常需要。

神带我跟师母来到东京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礼物，
我们自己的孩子在美国，我们一年难得见一次面，

但是，神却把许多优秀的年轻孩子带到我们教会，
我们愿意成为他们属灵的父母，

不仅我们爱他们 他们给我们的爱也给我们很大的滋润不仅我们爱他们，他们给我们的爱也给我们很大的滋润。

我在台湾的教会曾经有两个生命上遇到很大挫折的家庭，
独生子女不是病逝就是意外死亡独生子女不是病逝就是意外死亡。

因此我们鼓励教会很多年轻人用爱去包围他们，
这两个伤心的家庭却得到了 大的祝福这两个伤心的家庭却得到了 大的祝福，

每年母亲节他们是排着队人家请他们吃饭，那是你属灵的孩子。

其实在我成长过程当中我肉身的家人在有些方面并不能帮助我其实在我成长过程当中我肉身的家人在有些方面并不能帮助我，
但是在教会里面有许多父兄长辈来关心我，成为我生命中极大的祝福。
所以我也要鼓励我们当中做长辈的，神让你在教会中做长辈绝不突然，所以我也要鼓励我们当中做长辈的，神让你在教会中做长辈绝不突然，

去青年、社青团契去认养这些青年人，关心他们爱他们邀请他们
去你家里吃饭，有的时候可以邀请他们去你家里做饭甚至洗碗。

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是在医学院旁边，
台湾读医学院的孩子是从来不碰这些家事的，

来我们家以后连洗碗都会了 他爸爸妈妈高兴得要命来我们家以后连洗碗都会了，他爸爸妈妈高兴得要命。



今天是母亲节，圣经教导我们要好好的孝敬尊荣父母，
我们要在主里面有盼望 要帮助有需要的人我们要在主里面有盼望、要帮助有需要的人
要用神的眼光去看那些还没有得救甚至非常悖逆的我们的亲人
在这一年的当中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都有属灵的父母亲跟属灵的子女在这 年的当中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都有属灵的父母亲跟属灵的子女
对还在慕道的朋友，我邀请你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

成为神的儿女是一个有福的开始，进入属灵的家庭是一个非常蒙福的事情
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今天的早上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主你乐意祝福我们，

求主就让我们选择要来谨守遵行你的命令。
你自己也说「当信主耶稣我们全家都要得救」，

求你恩待让我们每 个人也能够持续的求你恩待让我们每一个人也能够持续的
为家人祷告，直到他们都得救，

也让我们不仅有机会成为父母，更成为属灵的父母亲也让我们不仅有机会成为父母，更成为属灵的父母亲。
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