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3.04

(主日信息大綱, 十誡十二講-12)

我和我家必定事奉神
開始的話
今日經文:申 27:11-13,28:1,6,15,19,申 6:1-9,弗 5:15-21,提后 1:9-14,2:1-7,3:1-7,14-17,4:1-5
1.愛神順從神就蒙福, 不愛神不順從神就受咒詛 <申 27:11-13, 28:1, 6,15,19>
1)人一切的問題, 都是從不愛神`不順從神而來 <申 28:15-68>
- 創世記第三章/ 挪亞洪水/ 所多瑪蛾摩拉的滅亡/ 歷世歷代各種咒詛`災殃→ 今日也會看見已受審判之人
的生命和生活 = 在他們生命裏沒有神, 沒有尋找神, 沒有得着神的保護`引導`供應`和賞賜; 他們的思想`眼光`
言行, 都違背神的美意. 看起來沒有問題, 但是他們生命正運行在罪和死的律裏, 不久就看見滅亡. → 看一個
人的生命, 就知道他和他家庭`後裔的未來!
2)無論在何種情況, 只願意愛神`順從神, 就能看見神的憐憫`救恩`醫治`賜福 <申 28:1-14>
- 挪亞`亞伯拉罕`以撒`雅各`約瑟`喇合`拿俄米`路得`撒瑪利亞婦人`莫大拉馬利亞...
→ 一個人飢渴慕義尋找神`悔改`努力順從神等的作爲本身, 就是神的作爲, 他們必看見神的顯現`神的救恩`
安慰`恩膏和賜福. 因此, 他們生命逐漸會恢復神的榮耀`智慧`權能, 日久之後他們和他們所愛的都蒙大恩.
⇒ 今日, 只在我生命裏恢復"愛神順從神"的心, 就在我生命生活裏能看見神奇妙工作的開始, 不管目前的情
況, 我和我所愛之人的未來是得着保障!
3)在這末世時代, 人的違背神的光景已達到極點了 <提后 3:1-7, 太 24:1-15>
→ 人違背十誡的光景/ 許多末世時代的現象= 宗敎`經濟`政治`文化的世界合一現象(敵基督) # 共産主義的
潰滅/ 阿拉伯獨裁政權的潰滅/ 美國`日本`歐洲經濟的危機/ 提倡社會主義/ 聯合國本部提唱一首歌"One God"..
/ 遺傳工學`基因科學和生命複製技術的發達, 已達到挑戰神的領域的地步. → 地震`火山`海溢`戰爭`瘟疫等的
災難/ 精神病/ 兒童`靑少年的問題
4)敎會信徒也"常常學習, 終久不能明白"神在基督裏的美意, 而受到世界的影響
- 與蒙召的恩不相稱 = 不認識神`不認識自己`不認識屬靈奧秘`不親近神 = 不知道如何 24 小時凡事上與神
同行 = 宗敎生活→ 不但不能影響世界, 反而遭遇到更多矛盾, 尤其是在這末世時代, 他們生命絶對不能勝過
靈戰, 反而成了世界的俘虜
5)凡已明白而信神在基督裏的美意的聖徒, 都是蒙召的, 神所賜時代的使命在他們身上了
- 在這末世最後時期, 神豫備了大收割事工, 並呼召了我們. 對蒙召蒙恩的聖徒來講, 末世時代的問題就是
我們的機會→ 神所豫備那又大又難的事(大收割), 就在於蒙召聖徒的家人`肢體`生命聯絡網裏→ 只要帶着"
至於我和我家, 我們必定愛神事奉神"的心, 順從神在今日的帶領, 就天天能看見神的引領`恩膏`賜福`和成全
2. 我們在基督裏, 已明白十誡的精意而得了神的心 <申 6:1-9, 弗 5:15-21>
1)在基督裏所得十誡的精意 = 愛神愛人
① 第一誡命(敬拜對象) = 單單愛神, 尋找神, 順從神, 依靠神, 以神爲滿足`喜樂`賞賜
② 第二誡命(敬拜方法) = 隨時隨地, 都要以神的話`基督和聖靈看見神, 享受神, 事奉神
③ 第三誡命(敬拜心態) = 帶着淸潔`正直的心靠聖靈禱告 = 享受禱告中蒙應允
④ 第四誡命(敬拜時間) = 以主日`祭壇`肢體`事奉爲中心過七日`24 小時`凡事上跟從主(安息)
⑤ 第五誡命(孝敬父母) = 尊重我生命的來源, 使生養我的父母喜樂, 也要祝福後代
⑥ 第六誡命(拯救生命) = 看重`期待`祝福`拯救`醫治`幫助人的生命
⑦ 第七誡命(祝福婚姻) = 二人成爲一體, 彼此相愛`配搭`幇補, 一同邁進於四大福音化
⑧ 第八誡命(忠心管財) = 看見主的供應和托付, 忠心良善的管理時間`財物`恩賜
⑨ 第九誡命(說話蒙福) = 說出正直`智慧`溫柔`權能的言語, 而榮神益人建國
⑩ 第十誡命(享受滿足) = 滿足於神所賜獨特條件和使命, 用來得着寶貝生命, 享受豐盛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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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已明白十誡精意的心靈, 在聖靈的幇助之下, 在凡事上能明白神的美意
= 我們不再按儀文的舊樣生活, 乃要按心靈 (靠聖靈)的新樣生活<羅 7:6>. 文字無法全然顯明神在不同情
況裏不同顯現的奧秘. → 但聖靈是眞理的靈`見證耶穌基督的靈, 絶對在福音眞理的基礎上顯明祂的美意
<林后 3:16-18> → 當我們帶着愛神順從神的心禱告的時候, 聖靈必指敎我們<約 14:16-26> → 聖靈的感動必在
我們心靈裏帶來"仁愛`喜樂`和平`忍耐`恩慈`良善`信實`溫柔`節制"等的果子<加 5:22-23>, 也必使我們得自由,
得剛强`仁愛`謹守的心<提后 1:7>
3)藉着禱告, 我們越來越正確地掌握神在凡事上的美意
- 經過反覆的察驗(find and test and prove)<羅 12:1-2, 弗 5:15-21, 申 6:1-9>, 經過各種的靈戰<羅 8:31-39, 弗
6:10-18>, 也經過不斷的學習`更新`恩膏和事奉<雅 1:2-5>, 越來越掌握聖靈在我心靈裏的作爲和邪靈的詭計
<弗 4:30, 帖前 5:19, 加 5:16-23>, 越來越看透萬事<林前 2:15>, 能享受聖靈能力和果子<加 5:22-23, 帖前 5:16-19,
腓 4:4-7> → 已掌握禱告中蒙應允, 而在禱告中看見各樣美善的恩慈`賞賜從神而來的聖徒, 就會喜愛禱告, 並
能看見禱告所帶來的功效!
4)必會看見靈魂興盛, 身體健壯, 凡事興盛, 並且在任何情況裏都能得勝有餘
3. 活出基督, 傳福音見證主, 使人歸正歸義 <提后 4:1-5>
1)神必與愛神順從神的人同在, 也必成全四大福音化的應許<太 28:18-20, 徒 1:8>
- 其應許的成全, 已在我的條件`關係`事情裏, 當我信而禱告的時候, 主必向我顯明, 也按最完美的時間表,
主必榮耀的成全.
2)我們使人歸正的代禱`傳福音和見證, 都要從信而享受神應許的成全而來
- 從信應許而來的代禱`敎訓`傳福音`見證, 叫我們得着權柄和力量, 也叫我們在使人歸義的整個過程裏, 不
會着急或灰心.
3)更要關注我自己的"活出基督"= 思考`說話`作爲都有主, 主的美德`智慧`權能彰顯出來
- 我所愛的`我所代禱的`遇見我的`常與我同居的, 有福了, 會看見主!
- 在傳福音事工裏, 不需要着急`灰心, 我能活出基督來, 跟從基督就會看見門路被打開
4)看起來"使人歸正(四大福音化)"很慢, 也會遇到許多矛盾的過程, 但若我現在的心態是"愛神愛人順從神",
那就證明神正在引導我, 成就祂賜給我的應許! 日子久了, 我就必看見"萬事互相效力` 超過我所想所求的` 榮
耀豐盛的成全". 阿們!
結束的話
禱告
本週禱告題目:
1)愛神順從神就蒙福,不愛神不順從神就受咒詛: 我有信心:我是愛神, 願意順從神的生命麽? 我知道我能愛神
順從神, 都是主的愛吸引我的麽? 我信神對愛神順從神之人所賜"入也蒙福, 出也蒙福"的應許麽? 我能看見愛
神順從神之人應該蒙受的祝福麽?
2)我們在基督裏, 已明白十誡的精意而得了神的心: 溫習一下: 我在基督裏所得十誡的精意. 我已成了喜愛遵
守十誡的生命麽? 我已明白聖靈在我心靈裏的作爲麽? 我喜愛禱告麽? 當我禱告的時候, 我能得着那些益處
(蒙應允)麽？
3)活出基督, 傳福音見證主, 使人歸正歸義: 我爲所愛之人的代禱, 給他們的傳福音和見證, 都從信神的應許,
也從看見應許的成全而來的麽? 雖然, 我所代禱的配偶`兒女`親友尙未蒙恩, 但是我能以"基督在我生命裏的
顯現"而能得着滿足`感恩`喜樂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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