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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1 年 2/27~ 3/5 

主日早上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0:50 AM 

信息聚會                          10:50-11:30 AM 

專題追求                          11:30-12:30 PM           

禱告聚會 週二晚上 8:30-9:30 PM    陈宪明弟兄家 

Morganville 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赵春明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PM   閔永恒弟兄家 

Woodbridge 家庭聚會 週六下午 8:00-9:30 PM   盛國華姊妹家 

一、 下週主日第二堂【信息聚會】──路加福音第十三章。 

 

 

 

 

 
 

【家訊信息】如何為兒女禱告 

老朋友碰面，常有人提起十分羨慕我們夫婦，兩個女兒都受了高

等教育，她們的婚姻家庭又美滿。大女兒和先生在工作上都表現得

不錯，倆人也都愛主、十分樂意服事主。二女兒夫婦倆今年剛以最

高榮譽自達拉斯神學院畢業(分別獲基督教教育碩士，神學碩士學

位)。目前考慮繼續進修，準備全時間服事主；又育有兩個活潑可

愛的幼兒。的確，這一切都是神特別的恩典，心中充滿了感恩。 

仔細回顧，並非我們有什麼教養女兒的奇招，只是自從懷胎開

始，就認真地為她們禱告從未間斷，一直到如今。然而，縱使是我

們的禱告，也仍有許多不足和虧欠之處，她們今日成為何等人，都

是蒙神的恩而成的。如果能夠從頭再來，也許我們會更有智慧，更

懂得怎樣有效地為她們禱告。 

年輕時讀戴德生傳，看到這位中國內地會創辦人戴德生的母親，

多年來一直為兒子得救的事禱告，直到戴德生十七歲那年終於重生

得救。 

神學家奧古斯丁年輕時，生活十分放蕩，並信從異教，十九歲已

經有了私生子。她的母親莫妮卡(Monica)長期為他禱告不見果效，

但她深信用膝蓋托住的孩子終究會回轉，堅持到底地為他守望，終

於神的時候到了，奧古斯丁在卅一歲時悔改歸主。 

另有許多屬靈偉人，他們也都有一個不住為他們禱告的母親，這

些母親的榜樣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在剛成立家庭，預

備生養兒女時，我也立志要成為一個禱告的母親。 

為兒女禱告，不但是做父母者的天職，也是一項特權。當我們看

見禱告的功效──兒女長大成人，擁有美好的靈性和品格，對社會

和神的國有所貢獻時，心裡的喜樂和安慰是何等大呢！ 

也許很多做父母的，都知道應該為兒女禱告，但卻不知應如何具

體地多面多方為他們禱告？讓我們按兒女的年齡階段，來分享每個

階段可以為他們禱告的內容： 

A. 嬰兒到學齡前時： 

為他們的健康成長、性格形成、學習說話等禱告。這時期我最喜

歡且常用的禱詞是：「願他們的智慧、身量、並神和人喜愛的心都

一起增長。」(路 2:52) 

B. 幼稚園到小學時： 

為兒女身心的發育，品格的建立和靈性的啟發都能平衡增長而禱

告。在學習方面，求神賜給他們智慧聰明，有充分的領悟力。自小

在各科目打下穩固的基礎，並養成自動自發的學習精神(不需要父

母催促，先作完功課纔玩耍。) 

品格方面，求神讓他們做一個誠實的孩子，並有愛心和同情心，樂

於助人和分享。 

靈性方面，雖在啟蒙階段，也可開始為他們認識主，重生得救，

建立自己與神的關係禱告(提後 3:15)。也要求神幫助他們懂得分辨

善惡並恨惡罪，並求神保守他們遠離罪惡(約 17:15-17)。 

C. 中學時(青春期)： 

這是最不容易的階段，需要非常多的禱告托住他們。華人父母往

往太注重孩子的課業，為兒女禱告的內容大多是為他們的功課。其

實，更重要的是他們的品格和靈性。 

品格方面祈求神讓他們學習負責任的態度，有堅強、勇敢的心，

卻不失愛心和體恤。 

求神賜他們穩定的情緒，對神有堅定的信心，在遭遇困難、病痛

或逆境時，仍能信靠神，並有積極的眼光，看見負面事實後面的正

面意義。 

青春期的孩子交友、貞潔各方面容易受很大的試探，要迫切求神

保守他們他的心，過聖潔自制的生活。(詩 119:11; 箴 4:23) 

在情竇初開的年紀，容易受感情的試探而迷失自己。記得美國大

佈道家葛理翰牧師的妻子，在這個年紀，就向神禱告，求神緊閉她

的心扉，直到遇見神所預備的那一位。我當年也常引用這段話為兩

個女兒禱告，神果然垂聽，為她們預備了很好的另一半。 

高中後兩年，是他們選擇將來的大學和專業科系時，求神帶領他

們，瞭解自己的興趣、恩賜和性向，能夠選擇最合適的學校和科

系，並知道裝備自己是為將來在專業上服事神。 

靈性方面祈求他們更認識神、更愛神愛人，並開始關心神的國

度，如宣教事工等。 

這段時期可常用「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總要在言語、行為、信

心、愛心、清潔上，都作信徒的榜樣。」(提四前 4:12)及加拉太書

5:22-23 聖靈所結的果子為兒女禱告。 

D. 上大學以後： 

這時兒女的人生已到達離家、獨立自主的階段。華人父母特別要

學習放手，交託給神的功課。然而，為他們的禱告卻更不能鬆懈。 

生活起居方面求神保守他們出入平安，善於注意飲食的健康和節

制。和室友相處，能有愛心和寬容，為基督作美好見證，有機會帶

領室友認識主。 

靈性方面祈求他們與神維持親密關係，找到合適的教會崇拜和團

契，並有機會操練服事主。特別求神賜他們好的屬靈同伴可以互相

扶持，彼此激勵。 

繼續為兒女交異性朋友禱告，求神保守他們過聖潔生活，不落入

情慾的試探裡。 

課業方面求神幫助他們能更清楚自己的興趣和方向，對專業有更

深的探討和造詣。 

為他們尋求人生未來的方向禱告，讓他們明白神對他們個人的帶

領，並努力裝備自己，將來無論在任何崗位上，都可以有效地為主

作見證。 

以上所分享是較一般性的，但是每個孩子都有不同的個性，不同

的優點和弱點。每位父母最瞭解自己的孩子，因此可以按照自己孩

子的狀況和不同階段，而調整為他們禱告的內容。當然，孩子較軟

弱的方面，必定是我們代禱最迫切、最頻繁的內容。 

為兒女禱告，是一生的功課，即使兒女已長大成人，結婚成家，

作父母的可以完全放手，盡量不再介入他們的生活和家庭中。但是

為他們的禱告仍當如馨香的祭，不斷地點燃在神的面前。──作者:

李潘燕 

【禱告事項】 

◆ 為購置會所禱告。請按心願於奉獻袋上註明此項目的使用。 

◆ 為2月26的福音聚會代禱。 

◆ 為兒童服事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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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關係】網路親子秘方 

一名住在矽谷育有三個女兒的母親說：「禁止孩童上網根本行不

通，結果反而使網路淪為誘人的禁果。」 

網路的厲害之處在於它不是將你帶到全世界，而是將全也界──

不分善惡、不計是非、不論美醜──全一古腦兒地塞進我們的社

區、學校與家庭。一般人都不想讓新納粹主義、色情圖文、以及光

怪陸離、牛鬼蛇神的東西進入自己的城堡，偏偏這些東西隨時都會

竄至。 

值得慶幸的是，至少我們知道敵人潛藏何處。 

由於各國法令對色情的定義不同，歐美及日本等許多國家均透過

網路分級制度，做為網站內容管理之依據。美國依據兒童保護法，

要求公立學校與圖書館必須安裝網路分級軟體；而緊追在後的台

灣，則希望在電視電影分級之後，推廣網路分級制。  

不過，還是防不勝防。有些孩童們聚集在父母與老師接觸不到的

媒介裡，聊著有關父母或是毒品、性等事物。身處這樣一個孩童可

能比家長知道得更多的環境裡，許多父母感到憂慮。 

不過，也可以往好處想想，畢竟，比起真實生活，網路可以使孩

童更安全地得到社會經驗。 

茲將吾家網路親子秘方公諸讀者： 

將孩子得意的繪畫作品掃描入電腦存檔，自設為首頁(front page)

背景，並與親友分享。 

在孩童認為有趣或特別喜愛的畫面，例如他(她)最愛的圖片或卡

通圖案上，寫幾句話給他(她)。 

多利用網路聯絡。經濟允許的話，不妨裝可視系統，利用麥克風

和螢幕，可聽到和看見對方。 

一起玩網路遊戲。有些遊戲軟體可以雙打，利用網路連線，即使

與孩童身處異地，也可以一起下旗、玩遊戲。 

以電子郵件(以下簡稱電郵)簡單三兩句與孩子聯繫，電郵內容可

加上您目前所在的位置──在公車上、辦公室、等開會或在咖啡

店，讓孩童更有親切的臨場感。 

選一張令人回味無窮的歷史相片，以電子郵件傳送孩子，順便解

釋相片的歷史由來。 

如果技術上沒問題，可以利用網路資源，製作獨具風格的家庭網

頁(homepage)，將全家福照片掃描入電腦存檔。孩子可以輕鬆點

放，上自家網頁欣賞全家人與親朋好友的照片。 

鼓勵孩子想些小點子，以鍵盤輸入法將俏皮話加註於網頁上的照

片，最後添加動聽悅耳的音樂，以電腦幻燈片(slide show)，或連接

電視螢幕的方式，與來訪的賓客分享家庭溫暖。 

還可利用「網上傳情」網站，例如中文網站：

HK.Greetings.Yahoo.com，TW.Greetings.Yahoo.com，

Chinese.Greetings.Yahoo.com，以及英文網站：Hallmark.com，

Cards.crossdaily.com，Americangreetings.com，E-cards.com 等，向

您的心肝寶貝傳達您對他(她)的欣賞與關愛。很快地，您必會收到

小可愛網上回傳的電子卡片了。 

許多專家都指出，談到網路安全時，所有的控制軟件與監控行

動，都比不上親密的親子關係來得有效。──作者: 江林月嬌 

【路加福音第十三章】 
內容：路加福音第十三章 1~17 記載了主的三個深刻的教訓：(1) 天

災人禍的的警戒與教導；(2) 無花果樹的比喻；(3) 安息日治病的教

訓。1~9 節所記載的是主嚴肅的呼籲人要悔改。有人告訴主耶穌彼

拉多的暴行與加利利人的遭遇。主表示這些苦難的遭遇並不是加利

利人罪有應得，而是眾人應該警醒，若不悔改都將要滅 

亡。主以西羅亞樓倒塌的悲劇，強調不要以為那些遭不幸的人更

有罪，也不要以為自己可以幸免是因為比別人好，乃要從心裏回

轉歸神，如果不悔改也要遇到類似的厄運。接著祂以無花果樹的

比喻比喻，來啟示神的寬容與審判。無花果樹因為三年不結果

子，本應當砍掉，但由於管園的代求，於是主人容忍且多等候一

年。10~17 節記載主在安息日治好駝背的女人。祂在會堂醫治了

一個彎腰十八年的女人，女人歸榮耀給神。管會堂的公開指責主

不應該在安息日治病。而主稱他是假冒為善的，表面守安息日，

卻牽自己的驢去飲水，而這女人比牲畜貴重，應該在安息日解開

她身上撒旦的捆綁。主耶穌的敵人因祂所說的話慚愧，眾人因祂

所行的事歡喜。 

路加福音第十三章從 18 到 21 節止，簡單記述主講的兩個神國

的比喻。那就是一棵樹的畸型發展，以及麵酵所代表的內在腐壞

力量。這段可在馬太福音 13 章裏找到這比喻的完整記錄。22至

30 節，主在往耶路撒冷的途中，有一個人問祂說，「主阿，得救

的人少麼？」。祂回答他，人努力進窄門才是應當注重的，否則

就不能在神的國裏坐席。31至 33 節描述法利賽人指出希律將會

以陰謀殺害祂。祂回答他們，不管情況如何，祂仍必須前行，去

耶路撒冷受死，因為這是神所定的十字架道路。34至 35 記載主

為耶路撒冷哀歎。神多次差遣先知傳遞神的心意，但均遭殺害；

而祂多次願意聚集他們，只是他們不願意。因此，主預言耶路撒

冷終必成為荒場。 

鑰節：「管園的說：『主阿，今年且留著，等我周圍掘開土，加

上糞；以後若結果子便罷；不然再把它砍了。』」【路十三

8~9】 

提要：在聖經裏，有許多處用「結果子」（詩一 3；耶十七

7~8）的比喻來形容生命的表顯。神將祂的生命賞賜給我們，就

是期待我們能結出生命的果子。凡不能結果子的人，在神的眼

中，乃是無用的，是白佔地土的，本應當砍掉。在這比喻中，由

於管園(豫表主耶穌）的向主人求情，於是再多加勞苦，又鬆土、

施肥。這個比喻表明我們每一個人在神眼中都是獨特的，是神是

有計劃栽植的。然而從某種意義說，我們卻無法讓神得著享受和

滿足，都是「該砍了的」。但是祂寧願用愛來對待我們，寬容我

們，期盼我們能結果子，好讓祂得著滿足。本節說出祂是如何的

耐心照顧我們和我們該有的回應： 

一、 今年且留著──主一次復一次的仍給我們的機會。你我誰也

不能肯定自己目前尚存活的一段日子，究竟屬於「今年且留

著」呢？或是機會已過，在主面前成為『白佔地土』(7 節)

的呢？但願我們能抓住機會，讓我們更多的追求祂自己，天

天經歷与主同住，好使祂的生命從我們裹面滿溢出來，結出

長存的果子(約十五 1~8)。 

二、 等我周圍掘開土──主為我們除去剛硬的心。但願主十字架

的工作更深的作在我們身上，對付我們天然的生命，而讓生

命的根有伸展的餘地，而結出神悅納的果子。 

三、 加上糞──主不斷的加給生命的養分。但願我們讓聖靈在我

們裏面自由作工運行，而結出聖靈的果子(加五 22~24)。 

默想：多少年我們生命的園主寬容，期盼我們結出美果？ 

禱告：主啊，回顧人生，我們倒底結了多少果子？主啊，我們真

慚愧。求你幫助我們掘開土，除去我們剛硬的心，讓你的生命有

伸展的餘地。求你不斷在我們的身上增加生命的養分，讓你得著

享受和滿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