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母親節快樂！（the	  jubilee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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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跟從我（4）：	  
	  

“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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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 太	  	  
7:21	  凡称呼我主阿、主阿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惟独遵行我天

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7:22	  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阿、主阿、我们不是奉你的

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么。  
7:23	  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

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7:24	  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

在磐石上。  
7:25	  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

基立在磐石上。  
7:26	  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

沙土上。  
7:27	  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

塌得很大。  
7:28	  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希奇他的教训．  
7:29	  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  	  



美好的小家／小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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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的定義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USA)	  will	  now	  define	  marriage	  as	  a	  
“unique	  commitment	  between	  two	  people,”	  rather	  than	  a	  
lifelong	  covenant	  between	  a	  man	  and	  a	  woman.	  	  
hOp://www.chrisQanitytoday.com/gleanings/2015/march/
pcusa-‐makes-‐unique-‐commitment-‐to-‐marriage.html	  
(Note:	  PC(USA)	  只是長老派教會中的一個分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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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p://www.chrisQanitytoday.com/ct/2015/april-‐web-‐only/what-‐to-‐expect-‐aWer-‐
supreme-‐courts-‐coming-‐marriage-‐decisio.html 

April	  28,	  2015	  	  
Supreme	  Court	  hears	  arguments	  about	  Marriage	  Decision	  
美國大法庭將要決定各個州必須准許同性戀合法	  

基督徒們要起來為美國禱告，為神的國度禱告。 



美好的小家／小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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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5-‐7:	  登山寶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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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5:4 	  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5:5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5:6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5:7 	  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  
5:8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　神。  
5:9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　	  

	  神的儿子。  
5:10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基督徒的天國生活宣言	  
	  

Manifesto	  of	  Kingdom	  of	  God 



結尾。。。耶穌說	  
7:21	  凡称呼我主阿、主阿的人、不能都
进天国．惟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
能进去。	  
	  

7:24	  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
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	  
	  

7:26	  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
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   

  





“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the	  one	  who	  does	  the	  will	  of	  my	  father）	  

福音／生命真理的兩個要結合的方面：	  
1）離開神的恩典，我不能做任何事	  
	  加	  2:20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在我里面活着。	  

2）我願意遵行神旨意	  
太11:12	  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
得着了。	  

Q:	  你心甘情願要做的事是什麼？	  



“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	  
…	  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	  
	  

基督徒一生都在經歷一個過程：	  
1）一個故事：“I	  am	  not	  siKng,	  I	  am	  on	  a	  

journey”	  
2）旅程的開始是：聽見神的話	  
太 13:17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

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

的、却没有听见。	  



“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2）	  
…	  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	  
	  
基督徒一生旅程的關鍵：	  
1）關鍵：就去行	  	  	  
2）每一位基督徒都在留一個“傳承”(legacy)	  

legacy	  in	  神，國度／教會，家人，他人，
社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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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禱告生活 

“Among	  all	  our	  different	  acQviQes,	  which	  is	  the	  
virtue	  that	  requires	  the	  greatest	  effort?”	  Abba	  
Agathon	  said,	  “I	  consider	  no	  other	  labor	  as	  difficult	  
as	  prayer.	  When	  we	  are	  ready	  to	  pray,	  our	  spiritual	  
enemies	  interfere.	  They	  understand	  it	  is	  only	  by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us	  to	  pray	  that	  they	  can	  harm	  
us.	  Other	  things	  will	  meet	  with	  success	  if	  we	  keep	  at	  
it,	  but	  laboring	  at	  prayer	  is	  a	  war	  that	  will	  conQnue	  
unQl	  we	  die.”	   

禱告網，彼此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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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屬靈交通生活 

1.  一位初信者的回答	  
2.  Q:	  感到有人在關心你的屬靈光景嗎？	  	  

腓	  
2:1	  所以在基督里若有甚么劝勉、爱心有甚么安
慰、圣灵有甚么交通、心中有甚么慈悲怜悯、  
2:2	  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
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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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y & Books ���� 1,300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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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Ministry ���� 3,200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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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ssion Trips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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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Project  (D�� 8,000 383 server
Summer Intern (	K� 5,600
Mission Materials,:56S 300 200 F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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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金錢使用 



“房子总不倒塌”	  
…	  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
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 	  
	  
1）一定會有：雨淋、水冲、风吹、	  
2）體現神的榮美和智慧	  
3）成為他人的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