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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1 年 3/20~ 3/26 
主日早上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0:50 AM 

信息聚會                          10:50-12:15AM 

禱告聚會 週二晚上 8:30-9:30 PM     王麗斌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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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區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PM     闵永恒弟兄家 

Woodbridge 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PM     盛國華姊妹家 

一、 下週主日第二堂【信息聚會】──路加福音第十五章。 

 

 

 

 

 
 

 

 

【家訊信息】神的旨意需要人的合作      
上个月，我们交通到今年教会一个很基本的负担，就是约書亚在

他年老将要离世之前，向以色列百姓大声疾呼的宣告：“至于我和

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从圣经中，我们已清楚看见，

“家”在神永远的旨意里具有何等的重要性。它不仅是神创造工作

里的基本单元，也是我们蒙神救赎，经历神救恩的单元，它更是我

们事奉神，建造教会的基本单元。为着我们的每一个家，我们感谢

讚美祂！ 

今天早上，我们要继续从另一个角度来交通这同一个负担。换句

话说，神为什么需要我们一个一个家起来事奉祂呢？  现在我们就

要从新约和旧约里来看，历世历代以来，天上神的旨意总是需要地

上一直不断地有人的合作，有人的配合，才可能成就并实现。 

首先，我们来看旧约里的撒母耳和他的父母，以利加拿和哈拿，

这一个家如何事奉神。哦，我们的神太奇妙了！撒母耳的出生就是

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也是一个鲜明的见证，证明天上的神的确是

听人祷告的神。以利加拿是一个以法莲人，他有两个妻子，一名哈

拿，一名毗尼拿。毗尼拿有儿女，哈拿却没有。然而，他丈夫因为

特别爱哈拿，每逢献祭的日子，把食物分给大家时，哈拿总是得双

份。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 

毗尼拿看见神不使哈拿生育，就作她的对头，大大激动她，要使

她生气。年年如此，以致她哭泣不吃饭，她丈夫就安慰她说，“哈

拿啊，你为什么哭泣不吃饭？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哈拿心

里愁苦，就痛痛苦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啊！

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

身归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 

哈拿在神面前不住地祈祷，非常迫切。祭司老以利定睛看她，只

动嘴唇，不出声音，还以为她喝醉了，便对她说，你不应该喝酒！

哈拿说，不是的！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喝，但在耶

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

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

去，愿神允准你向祂所求的。於是，她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着愁

容了。耶和华顾念哈拿，她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

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 

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示罗去，要向耶和华献年祭，并还所许的

愿。哈拿在家里乳养孩子，直到断了奶，就把孩子带上示罗，到了

耶和华的殿，就领孩子到以利面前，说，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

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与耶和华。於是在

那里敬拜耶和华。那孩子撒母耳在祭司以利面前事奉耶和华。 

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角因耶和华高举，我

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欣！只有耶和华为圣，除祂

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耶和华使人死，

也使人活，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

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祂将世界立在其上，祂必保护圣民的脚步，

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  哈拿乃是在她的祷告中与神的行动

合作。神只要得着一个像哈拿这样的人，祂在这地上就有路。 

撒母耳本身是利未人，是从极大的背叛者可拉的后裔所生。然

而，在神主宰的安排下，撒母耳由他的母亲奉献给神，并在以利的

监护下长大，得着教育和成全；他的眼睛得開啟，看见积极和消极

的事。结果他成了一个预备好的人，正如他母亲哈拿一样，他也是

一个祷告的人。他为神的选民以色列人祷告，要他们离弃偶像，回

转归向神，专心事奉神。借着祷告，他与神是一，也给神使用来转

移了时代，结束了腐败的士师时代，带进了作神出口的先知时代以

及为神行政的君王时代。 

因此，我们可以清楚看见，当时，撒母耳与他那敬拜神的父母这

个家，乃是与神是一，并且是为着神在地上的权益，而与神在地上

的行动配合的人。今天在这个地上，每一个人都关心自己的利益。

但我们都必须问问自己：我们在这里是为着自己的利益呢？还是为

着神永远的旨意？我盼望我们至少有一些人能成为今日的哈拿，我

们应有一个祷告：“主啊！我在这里。为着你的旨意能行在地上，

我愿意把自己和我的全家都奉献在你手中。阿们。” 

其次，我们再从新约里来看耶稣和祂的父母，约瑟与马利亚，他

们这个家也是如何事奉神。其实，早在耶稣降生之前的七百年左

右，先知以赛亚就已经预言，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祂起名叫以马

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又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

给我们，祂的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比他更早时，在撒母耳记下七章，耶和华也已对大卫说，我必使你

的后裔接续你的位，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要作他的父，祂要

作我的子。 

从这些预言，我们知道神有一个心愿，要藉着童女怀孕生子，親

自来成为人，与我们同在。然而，在地上，有谁是甘心乐意且是预

备好的，能与神配合来达成这项艰巨的任务？感谢神，两千年前，

在犹太地有一位童女马利亚，她不仅是一个敬虔的女子，而且是一

个活在神面前的人。她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

乐。她不顾人的羞耻与辱骂，她对神的使者说，我是主的使女，情

愿照着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哦！若没有马利亚与神的配合，今天

我们就没有耶稣这位宝贵的救主，我们这些罪人，就在世上，完全

没有指望，没有神，那真是可憐至极！ 

马利亚的与神的配合，固然是难能可贵，不过，当时她已许配给

大卫家的后裔约瑟，只是还没有迎娶过门。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

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但是神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

说，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马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

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祂要将自己的

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约瑟醒来，就遵照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

过来，只是没有与她同房，等她生了儿子，就给祂起名叫耶稣。 我

们若仔细想想，这是何等美丽的一幅图画！一幅神与人，人与神彼

此相调和，相配合的甜美的经历。神的永远旨意，因着人的完全的

顺服，在地上得以通行，得以完成，这是人莫大的福气，也是神极

大的荣耀！愿神祝福我们! ──馮永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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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兒童服事禱告。 

◆ 為已參加過福音聚會的福音朋友代禱。 

◆ 為4月9日的福音聚會代禱。 

◆ 為5月28~30日的的福音營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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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關係】孩子的情緒世界 

不同年齡，不同怒氣的表達方式 

 二、三歲的孩子已經開始學習在生氣時，克制自己攻擊性的

衝動行為，例如：推人，打人，掐人，咬人和大叫等。 

 到了上托兒所年齡的孩子，已經可以說出自己和別人的感

覺。然而，對稚齡的孩童而言，講不清楚就拳打腳踢是在無

可奈何之下很普通的反應。 

 上了小學後，隨著語言表達能力的增強和瞭解他人的能力，

學童期的孩子逐漸培養出同理心，並且知道一個人的言語和

行動對另一個人會造成相當的影響。 

 孩子 10 歲以後，已完全具備使用語言，而不用訴諸暴力去表

達怒氣的能力。 

 但如果孩子在語言表達上有困難，或是有克制衝動的困難，

在生氣時就有可能又回到用武力，吼叫，或叛逆不服來表達

自己的怒氣。 

 孩子進入到青少年時期，引動怒氣的因素複雜得多，除了課

業，社交，工作之外，獨立與隱私需要的增加，種種都會導

致情緒的不滿。有些孩子以拒人於千里之外來表達自己的不

滿，有些孩子則以丟東西，摔門來發洩。有少數的青少年在

情緒管理上完全失控，就有可能對他人造成傷害。 

父母可以做些什麼？ 

父母親如何處理自己的怒氣會直接影響到孩子面對怒氣時的反

應。 

父母可以在下列幾方面去幫助孩子管理自己的怒氣： 

1. 培養孩子的同理心。例如，利用適當的機會問孩子：「如果別

人對你這樣，你會怎麼想，會有什麼感覺？」 

2. 教導孩子明白，我們接納人有各種情緒這個事實，但不是所有

的行為都可以被接納。例如，挫敗感是可以理解，也可以接受

的，但用打人去表達挫敗感卻是絕不允許的。 

3. 每次孩子發脾氣就是一個最好的機會教育。如果發現孩子知道

如何處理自己的怒氣，即時給予讚賞和鼓勵。若發現孩子不知

如何處理，或處理不當，就花些時間坐下來和孩子討論，想想

有什麼其他方法，走開，或告訴大人等等，鼓勵孩子下次用建

議的方法來處理。「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只要照

著主的教訓和警戒，教育他們。」弗 6:4 

4. 教導孩子處理壓力的技巧，減少發怒的機會。基督徒父母可以

培養孩子從小有靈修的習慣，禱告，唱詩，聽音樂等都能幫助

我們心中有平安與喜樂。 

5. 鼓勵孩子學習在心中有怒氣時，運用深呼吸，或其他轉移注意

力的方法，幫助自己先平靜下來。聖經也告訴我們：「愚妄人

怒氣全發，智慧人忍氣含怒。」箴 29:11 

什麼情況需要求助於專業輔導？ 

學習管理自己的怒氣是每個孩子的成長必經過程。有些孩子很容

易就學會，有些孩子則需要較多的引導和練習。假如你的孩子一直

無法學會在生氣時如何幫助自己平靜下來，或是經常爆發無法控制

的怒氣，進而對旁人有攻擊性的行為或言語，這種情形就需要求助

於專業輔導。 

專業輔導能協助孩子找出導致怒氣的原因和事件，提供一些特殊

的情緒控制技巧。也可以提供父母和老師所需的支援和引導。 

參考資料：Joshua Mandel & Daphne Anshel, Anger:Helping Children 

Cope With This Complex Emotion, The Parent Letter, Volume 2, Issue 

7, March 2004, NYU Child Study Center.──親子月刊  

【聖經人物】哈拿──迫切禱告的婦人 
經節: 撒母耳記上一 1～20；一 21～二 11，18～21 

鑰節: 哈拿心裡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禱耶和華。哈拿在耶和華面

前不住的祈禱。（撒上一 10，12） 

參考經節: 詩卅七 5，6；詩六十六 10～15  

提要: 哈拿因為不能生育，飽受毗尼拿的冷嘲熱諷，心裡愁苦，哭

泣不吃飯。她受了毗尼拿的欺侮，並沒有起來反抗或爭吵，反而選

擇了一個最好的方法──「祈禱耶和華」（撒上一 10），而且是

「不住的祈禱」（撒上一 12），「在耶和華面前傾心吐意」（撒上

一 15）。果然這個方法感動了神，「耶和華顧念哈拿，哈拿就懷

孕。」 

 一般人遇到困難委曲時，不是把苦情悶在心中折磨自己，就是把

痛苦向別人發洩，或加以傷害。但哈拿沒有這樣做，她向神傾訴苦

情，因為她知道唯有神能解決她的問題，消除她的悲痛。也只有神

能使她從苦境轉回，使哭泣變成喜樂，使羞辱變成榮耀。 

 毗尼拿原本是要苦待哈拿，結果卻使哈拿更親近神，哈拿雖然受

了許多苦情，卻因而得著無限的福氣。正如約瑟對他的哥哥所說：

「從前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創五十

20），唯願所有的信徒，都能體會「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

益處。」這句話是千真萬確的。 

當哈拿離開會幕，充滿了信心和感恩，因為她滿心相信，神已經

垂聽了她的禱告。而「撒母耳」的出生，正是哈拿禱告的結果。她

讚美神說：「我的心因耶和華快樂，我的角因耶和華高舉，我的口

向仇敵張開，我因耶和華的救恩歡欣。」（撒上二 1～10）。這篇

優美的禱文，和耶穌的母親馬利亞的歌詠（路一 46～55）相互輝

映，先後媲美。哈拿所生的兒子，也成了神所重用的一位大先知，

為神做了極大的工作。 

許多人也會像哈拿那樣迫切祈求神賜他們所要的，但當他們得到

所求之後，往往把神的恩典忘記，不知感恩。當撒母耳出生之後，

她信守對神的誓言，將兒子奉獻，終身服事神作拿細耳人。（像參

孫和施洗約翰）她明白兒女是神所賜的禮物，作父母的要將神所託

付的兒女，帶到神面前奉獻給祂，而不是據為己有。耶和華眷顧哈

拿，另外賜給她三個兒子，二個女兒。對於一個不會生育的女人來

說，這是何等大的恩典。 

默想 

1. 在哈拿的禱告中，我們看見了她的信心、忠心和耐心，哈拿的

事讓我們學習到，無論遭遇任何苦情攻擊，總不要自己反抗，

只要安靜來到神面前，將重擔卸給神。 

2. 在你生命中也可能有毗尼拿，不斷要欺侮攻擊你。你是否能像

哈拿一樣，依靠神，相信神，因而蒙受恩典。我們經過水火，

終能到達豐富之地。（詩六十六 12） 

3. 哈拿名字的意思是「恩惠」，而她的生命也見證了那位「恩

惠」的主，並且將此「恩惠」擴及了全以色列。 

4. 哈拿無偽的信心是值得我們稱羨的，但她肯為神的緣故捨棄她

所愛的兒子，更是令人敬佩。哈拿完全的奉獻，讓每一對父母

明白，要樂意把孩子獻給那位創造他們的主。 

5. 在你生命中，是否也能生下屬靈的撒母耳？你是否有將你的撒

母耳帶到主面前？你是否也能每年用愛來縫製一件小外袍給他

穿上呢？ 

祈禱:主啊！人的盡頭，指的是心思意念全空了，僅有的是全然的

無助和悲苦，軟弱而仆倒在您的腳前，那時的「信」就完全了。

此刻的生命能夠榮耀您。──大光聖經人物 

http://www.touchlife.org/touchlife_parenting_newest.as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