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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家庭系列第五讲 

主题：福音与男人 

大卫˙普莱特博士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婚姻家庭系列第五讲。我是大卫普莱特博士。今天的主题是福音

与男人。 

 

请你跟我一起翻开圣经，翻到诗篇 128 篇。这应该是关于福音与家庭议题的最后一讲了，从我

们查考福音与妇女开始，我就盼望，我也祷告，求神使这个系列已经发挥效用，让你和你的家

庭得着益处。从许多方面来看，这个专题系列似乎尚未达到完全的境界。在过去几集的节目

中，我们讨论过福音与女性、福音与单身、福音与婚姻、福音与父母之道、福音与儿女等等议

题，实在有许多内容是我们可以深入探讨的；从某方面来看，仍旧还是有所欠缺；这是我非常

肯定的，并且要在此诚实地向你坦承。 

 

我其实是打算将这个系列延长。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和教会中，很明显地，家庭不能只切割成单

身的或结婚的、父母与子女这么简单。还有许多其他不同的状况发生在我们的社会与教会中。

并且毫无疑问的，我们也看到神的仇敌正大肆攻击圣经对家庭蓝图，因此我要在下两集的节目

中查考两个可能是最重要的议题。就算不是最重要的议题，也是仇敌在我们现今的文化与教会

中，大肆攻击的两个最重要的领域 。 

 

在下一集节目中，我要谈福音与离婚。再下一集我们则要谈福音与同性恋。这两者都是仇敌攻

击圣经蓝图的首要目标；我们明显地无法完整查考这二个议题，但还是需要再花上两集的时间

来了解福音与离婚的关连，以及福音与同性恋的关连。所以这是下两集节目要做的事情。今天

我们要查考的是福音与男性。 

 

我们可以让这些真理充满我们的意念，但是在这过程中，如果我们的心灵却没有同步参与，扎

扎实实地吸收消化这些真理，再踏踏实实地活出这些真理，会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所以今天

我要多分享一点发自内心的信息。是事实上也是我正在经历的。我们要查考七个真理，你可以

都写下来。其中一段我要分享与我的父亲之间相处的经验，来帮助你了解福音与男性这个主

题。 

 

我的目标有三个。第一，我要遵照以弗所书六章 1-2 节所说的，「要孝敬父母」。要孝敬父母

如同尊荣你的牧师。我要在你面前尊荣我的父亲。第二，延续第一点，我尊荣我父亲的方式

是，对于身为丈夫与父亲的弟兄们，我要劝勉你，挑战你：让自己配得身边的人尊崇你，活出

那样的生命。我盼望我所分享的诗篇 128 篇以及一些我父亲的事情，会激励你在作为男人，作

为丈夫，作为父亲方面归向基督；这是我最大的目标。第三，当我在地上尊荣我的父亲，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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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借着这段圣经彼此勉励彼此挑战，我们的天父能得着极大的荣耀。我们的天父能在被祂兴

起并且被祂使用，完成大使命的弟兄，丈夫和父亲身上得着极大的荣耀。 

 

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查考诗篇 128 篇，并且把我父亲的一些经验带给你。诗篇 128 篇 1-6

节「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妻

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栽子。看哪，敬畏耶

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

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 

 

有一次我和我太太开车带着我们的孩子一起进城。我们开了大约 10 小时的车程。我们到了目

的地之后，开始把行李从车上搬下来。那时我想到诗篇 128 篇，突然间我觉得这篇诗篇的作者

很幽默。我发现作者不像是有个二岁半和六个月大的孩子的父亲，不然他不会这么写。如果我

能重写这篇圣经，我肯定要改写其中一部份。就像这样： 

 

「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你要尽快吃餐厅外卖买来的食物；你要享受恶心和

心碎，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累垮的，拉褟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栽

子。」不对，等会儿，「其实围绕桌子的，是大儿子的食物从他手里飞到桌子的对面，小儿子

打个喷嚏，当你正好张开嘴巴的时候，把鼻子和嘴里的土豆喷到你的脸上。看哪，敬畏耶和华

的人必要这样蒙福！」如果是我写的话，我想改写成这样。 

 

说正经的，诗篇 128 篇的图画好像一个家庭的旅行。是「上行之诗」其中的一部分，在以色列

人前往耶路撒冷的旅行中所吟唱或朗诵的诗歌。他们要前往耶路撒冷在那里敬拜上帝，他们就

会朗诵或吟唱这些诗歌。诗篇 128 篇奠定了对上帝和家庭的根基；并且它确实是上帝对家庭的

期望，最清楚最简单的蓝图。有趣的是，有一年的父亲节前夕，我接到我父亲的一封电子邮

件。因为我和我妻子送了一份父亲节礼物，向他表达我们的感谢，所以收到他回复的短信。 

 

I want to read part of it to you.  What’s really interesting is, unknowingly, this e‑ mail 

almost perfectly parallels the picture here in Psalm 128.  Here’s what my dad wrote to 

me.  He said, “David, the best part about being a father is that I have the best wife and 

mother of my children.  You children have made both mom and I as proud as any parents 

could be.  If you had not noticed, your love for us has kept us totally involved in your lives.  

We are sorry if we have, at times, gone overboard; but your love is so contagious that we 

cannot help ourselves.  I cannot think of another family I would trade for.  God has been 

so good to our family.”  That is Psalm 128 in a nutshell.   

 

现在我要念一部分给你听。最有趣的是，这封信的内容和诗篇 128 篇的画面几乎不谋而合，完

全雷同。我的父亲是这么说的，「大卫，身为父亲，我最棒的事，就是得着最贤慧的妻子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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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最棒的母亲。你们带给我和你母亲的，是为人父母所能够拥有的最大的荣耀。或许你们

并不知道，你们对我们的爱，让我们可以一直完全地融入在你们的生命当中。如果有些时候，

我们做的过分了，我们要说声：对不起！可你们的爱实在太有感染力了，让我们无法控制自

己。我实在想不出还有哪个家庭会比我的家更好了。上帝真是太恩待我们这个家了！」这就是

诗篇 128 篇大致的景象。我要花一点时间和你分享我父亲交给我的七个真理；它们在诗篇 128

篇里到处都可以看到。 

 

第一项真理，敬畏上帝方能得着上帝的恩惠。敬畏上帝方能得着上帝的恩惠。对我而言最好的

说明就是先从介绍我的父亲讲起。我的父亲名叫汤姆‧ 普莱特。大学时主修商科，同时认识了

我的母亲。他们结婚之后，家父进入政府税务局，担任稽核员的工作。但是他和其他的税务员

不大一样。 

 

他在政府的部门担任税务方面的工作，并且表现优异。不过最重要的倒不是他的工作。他很年

轻的时候就信主了。我们保存了一张他少年时期，在教会参与带领敬拜的珍贵照片。我的父亲

与上帝同行，并且他敬拜上帝。事实上，如果他今天在这里敬拜的话，只要你在他附近，一定

会知道他在哪儿，因为他非常喜欢唱诗歌，而且喜欢大声地唱。有时候甚至大声到让你讨厌－

要是你就在他旁边的话！每个人都会看着你和你爸，你就会这样想，他干麻唱的这么大声嘛？

害我好难为情啊。他就像只要定睛在主身上，单单敬拜上帝。 

 

只要你是普莱特家的一份子，不管你是不是大声唱诗，每个主日下来你一定会踏踏实实地敬拜

上帝。这就是我父亲立下的榜样。我们曾经查考过作丈夫和作妻子的真理，所以我们知道这就

是为人父母所应该立下的榜样。我们要反映出上帝的属性，和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位份。所以我

要你和我一起来思想，一个父亲对儿女的父爱和领导，会怎样彻底影响儿女对天父的敬拜。 

 

我对父亲有某种程度的惧怕。我们家中并不是经常体罚孩子，可是一旦受罚，肯定留下深刻印

象。经过很多年以后，有时我们会回忆这些往事并且觉得好笑，不是当时觉得好笑，而是事后

回想某些特别的时刻，还很清楚那种惧怕的感觉。不是因为父亲曾经对我管教过当，而是因为

我知道父亲非常重视「顺服」这件事。当然随着年纪渐长，我从初中，高中，到大学，被体罚

的次数逐渐减少，但是惧怕仍在。而且我对父亲的惧怕更加深了，不是害怕外在的一顿好打，

而是怕我对父亲做任何不顺服，不孝敬，不讨他欢喜的事，害怕做任何会冒犯他的事。 

 

我要请你要思想，这怎么转换成我们对神的敬拜，尤其是在这段经文的脉络里面。我们要从从

哪里开始呢？「凡敬畏耶和华… 的人便为有福。」是不是说我们要在神面前恐惧战兢，惧怕祂

的刑罚呢？我认为就某种意义而言，确实是这个意思。圣经告诉我们许多当我们离开基督，面

对神的刑罚，要恐惧战兢的理由。是的，离开基督必定会让任何人和上帝之间面对一种新的关

系－就是要在祂面前恐惧战兢，领悟我们的罪孽在圣洁的神面前有多么深重，并且承认我们是

活该受罚的。这便是与神关系的起点，要在神面前恐惧战兢，惧怕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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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感恩的是，这个惧怕把我们推到十字架前。原来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满足了上帝的刑罚，满

足了上帝对罪恶的愤怒。但这并不表示惧怕就离开了这幅图画。这个惧怕是加深了，成了一种

害怕不顺服神，不尊荣神，不讨神欢喜的惧怕，害怕做任何冒犯神的事。这就是诗篇 128 篇所

描写的，敬畏上帝之人的蓝图。第一节「凡敬畏耶和华… 的人便为有福」的翻译事实上有点不

太准确，这里说，「凡敬畏耶和华… 的人」听起来像是多数名词，但实际上原文是个单数名

词。第二节「你要吃劳碌得来的。」说的是一个人「你要」，是单数。第三节则是说明这个人

家里的景象「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栽

子。」作者在诗篇 128 篇对这个人说，圣经是说「这敬畏耶和华的人便为有福。」而「有福」

这个字，在这段经文中出现了四次，事实上原文用了不同的两个字。 

 

前两次在第一节和第二节末了，你可以在底下划线，这里用「有福」这个字是「快乐」的意

思。「敬畏上帝的人是欢喜快乐的。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欢喜快乐，事情顺利。」而第三

次和第四次，分别在第四节与第五节「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愿耶和华从锡安

赐福给你！」这两个「福」字，用的是另外一个字，是「蒙了恩惠」的意思。蒙了上帝赐恩

惠。 

 

于是这幅图画就是「敬畏上帝的人要欢喜快乐。」敬畏上帝才能得着上帝的恩惠。这两个观点

和我们现代人的思维并不相同，但是却合乎圣经的思维。圣经说的非常清楚，「凡在威荣之神

面前恐惧战兢的人会欢喜快乐。」凡是惧怕不顺服的人，必在神面前蒙恩惠。这是我们在哥林

多后书七章 1 节看到的图画，这里说到，敬畏上帝我们就得以成圣；彼得前书一章说「当存敬

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因此我要问，你在神面前恐惧战兢吗？我是说真的，你真

的在神面前恐惧战兢吗？当你做任何事，有任何念头，说任何话，却不荣耀神的时候，你是否

打从心底，在思想层面就深深地敬畏神并且诫慎恐惧呢？敬畏上帝的人要欢喜快乐。敬畏上帝

才能得着上帝的恩惠。 

 

第二个真理，也很相似。认识真理才能得着上帝的智慧。认识真理才能得着上帝的智慧。「凡

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这是一个男

人与工作的画面。两者都围绕着上帝的法则。男人的道路和他的工作都依循上帝的法则。而上

帝的法则都已显明在祂的话语中。我们来看诗篇第一篇，这是我要鼓励你背起来的经文之一。

如果你还不会背的话，我希望你把它背起来。 

 

诗篇第一篇是非常棒的一幅图画。对于遵行上帝法则的意义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力。你可看到它

和诗篇 128 篇 1-2 节有明显相似之处。我们只读诗篇第一篇 1-3 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

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

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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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画面我们在诗篇 128 篇这里全篇可见。上帝的智慧在上帝的话语中可以寻见，敬畏神的

人昼夜思想并且照着去行，整个人都投入在神的话语当中；这头两个真理是相辅相成的。我们

在整个诗篇当中都见到了。我们在箴言书看到敬畏耶和华是什么的开端呢？是智慧的开端。另

一处诗篇说到同样的事，诗篇 111:10「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我父亲是我见过最聪慧的人了。他不只是有知识和聪明，聪明是将知识运用在生活中的能力。

我父亲拥有智慧，是建立在神话语上的智慧。他读圣经，认真研读神的话。当我进神学院的时

候，他特别兴奋；因为那是他的机会，可以透过我进入神学院学习。所以我刚进去的时候，他

总会打电话和我说些「近况如何呀？你在课堂上都学些什么？把你学到的通通告诉我吧！」诸

如此类的对话。有时他会来看我，和我一起上课。我记得有一次他想要和我上圣经地理这门

课，很多同学在这堂课会偷懒打盹，但是我爸却坐在他的座椅边上，专心听讲，努力吸收圣经

地理的课程。几个星期以后他的电话来了「嘿，你记得教授说什么来着？我正在研究教授教过

的东西。」 

 

我是这样说的「我不记得啦，我在打瞌睡呀，老爸。」不过他可是认真听课的哟。我却记得，

在某方面来说，我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就是送了他一本系统神学课本，当作父亲节或是圣诞

节礼物。那可是厚厚的一大本系统神学呀；结果我爸居然捧着这本书开始认真地从头念到尾。

他认真到什么程度呢？每次我们通电话，就成了我的系统神学考试时间啦。「大卫啊，你对救

恩论有什么看法呢？你觉得圣灵的恩赐如何呢？神人二性和三位一体怎么说呢？还有圣灵论、

教会论或者是天使论、末世论呢？」我是这么说「爸爸，我根本不明白你说的这些啊。我们的

课还没教到那儿。」然后他说「拜托，大卫，你应该要搞清楚这些啊。」我就说「我可以和妈

妈讲话了吗？」 

 

努力吸收神的话，潜心研读神的话，乐在神的话语中；神学院是一片天地，讲道则是另一片天

地。当我开始讲道的时候，只要离家不太远，他都会跑来听我讲道，并且会给我结构性的反

馈。然后他就借着我进入讲道的天地。他会预备讲章并且做研究。这也成了我附加的工作，有

时他会打电话来说「儿啊，我最近研究了一个主题，看来不错喔，你不妨也研究研究，用一下

吧。」这还算客气的，有时他干脆说「大卫，你讲这个吧，要让我知道结果如何。一定要向我

汇报啊。」他就是这个样子的。 

 

弟兄们，我要提醒你， 如果你想在圣经里找到一个被上帝重用，却不是被上帝的话语充满的

人，那你会白费力气的。你不可能在圣经里看到一个不乐意接受神的话语，不全心全意拥抱神

的话语，不勇敢活出神的话语，却被神大大使用的人！这就是使徒行传第七章司提反的图画。

神的话语从他口中涌流出来，滔滔不绝。神的话语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你知道这两个真理是

违反人本性的，完全不合乎这个世界会告诉你，让你成为成功男人，理想丈夫或父亲的那一

套。诗篇 128 篇要给你一幅上帝赐福的男人画像，但不是要给你一幅上帝赐福而有豪宅有名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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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男人画像。这是一个敬畏神的男人，他认识神和神的话语，他与神同行并且敬拜祂。神的话

语是否从时常从你口中涌流出来呢？认识真理才能得着上帝的智慧。 

 

接下来要看到的是第 3 节，家人围绕这位有福之人的画面。这个画面真是美呀，与现今常见的

一个人和小孩围坐在桌前，看着电视吃饭，吃电视餐的场景恰恰相反。我们看到的是这人坐在

桌旁，他眼中所见的景象是：他的妻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以及好像橄榄栽子的成群儿女，

一同环桌而坐。我父亲写给我的邮件和诗篇 128 篇的相似度是如此地清楚。父亲告诉我的第三

个真理是，贤妻是应当珍爱的珍宝。贤妻是应当珍爱的珍宝。他说，「大卫，身为父亲，我最

棒的事，就是得着最贤慧的妻子和我孩子们最棒的母亲。」那正是诗篇 128 篇传递的信息。它

给我们一幅图画，一位忠诚持家的妻子，得到极高的评价和重要的地位。 

 

这可是不容错过的重点。注意诗人在这里所要表达的。他不是要说丈夫拥有了家庭以及眼前所

见的一切才是蒙神赐福的。这里是说，丈夫拥有了家庭以及眼前的一切，并且上帝的赐福在他

妻子身上明显可见。 

 

注意他的妻子，你会发现这个人对一个女人的影响力。一个多结果子的葡萄树是一幅多么棒的

图画。在旧约中多结果子的葡萄树是比喻富有的象征。这要回顾我们在上一集节目中谈论的，

生养众多是上帝赐福的确据。如今这图画改变了，生养众多不只是肉身的后裔，更是属灵的后

裔，这幅图画里很清楚的是一个生命产业丰富的妻子，因为他的丈夫带给她的影响。 

 

有关整个生养儿女的事情，你可以在雅歌书看到美丽如葡萄结实累累，使她的良人满足喜悦的

新妇画象。这幅图画描写夫妻之间的亲密爱情，不仅是多结果子，更是彼此忠诚信实的幸福美

景。我们也在箴言 31 章，看到这个多结果子的葡萄树在你家里的景象。是我们曾在福音与妇

女的信息中谈过的。这幅图画描绘的并不是一个足不出户女人，而是一个掌管家庭的女子。她

不会忙于追逐其他事物，以至于忽略了应当带领她的家庭成为一个上帝为中心的家庭，一个满

有神馨香之气的家庭。这样的景象，乃是一个敬畏耶和华、遵行主道的丈夫带来的结果。 

 

我的兄弟姐妹和我都知道，我们的父亲很推崇他的妻子。因为他说，身为父亲，最棒的就是有

贤慧的妻兼孩子们的良母。他老爱跟我们讲这个老故事，多年前的那个聚会的晚上，这个女孩

走过来，扑通一声就坐在他旁边的空位上。他每次都要讲这句话，「她就扑通一声就坐在我旁

边。」这个女孩后来成了我妈。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当年我父亲会作好吃的派来招待来找

他的朋友，他的人际关系特好，大家都会来，我妈就是这样被他的甜点给迷住了。 

 

在我父亲因为心脏病发过世之前。我父亲在他的计算机屏幕保护程序上放了一张当年他和我母

亲结婚时的教堂照片。我父亲从来不怕对我母亲表达他的爱意。我很感谢有这样一位父亲。我

结婚后的头六个月，在我搬去神学院之前，我们和我父母住在一起。有时，晚上我们会一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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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他们坐在一边的沙发上；我和我太太坐在另一张沙发上。我父亲抱着我母亲；我则抱着

我太太。那个情景，就好像是在说：「不要看！不要看！」 

 

平常我父亲会作香喷喷的肉桂卷送到我母亲打工的地方给她。在他因心脏病发过世之前的几个

星期，他还与我母亲约会，出去吃晚餐、看电影呢。我父亲很爱听我母亲弹钢琴，这是我父亲

疼惜妻子，珍爱妻子的方式。我母亲弹了多年钢琴，她还答应我父亲要是我爸先走，她会在葬

礼上为他弹琴，后来她真这么做了。我父亲很喜欢和我母亲在一起，他喜欢和我母亲一起玩，

喜欢说笑话逗她开心。贤妻是应当珍爱的珍宝。 

 

第四项真理，儿女是应当养育的礼物。「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栽子。」儿女就像围

绕你桌子的橄榄栽子，是上帝赐给你一份礼物，应当用心抚育。橄榄树是很重要的植物，对古

代的以色列人相当重要。它的用处可多了。能医病，能提供营养，而在这里的画面，更是具有

历久不衰的影响。橄榄树的寿命是很长的；但诗篇 128 篇说的是橄榄栽子，还不是树。他们正

在成长，还在发展。还不是结果子的时候。这带给我极大的盼望，当我看着围绕我的桌旁的二

个年幼的孩子。他们现在还没结果子，但总有一天，他们会结出丰盛的果实！所以这幅图画是

一位敬畏耶和华、遵行主道的丈夫，对他的妻子和儿女带来长久影响的画面。 

 

这是我们在探讨家庭议题的专题系列时再三回顾的画面。在整个第一篇专题当中，我们一直在

思想创世记第二章；我们经常地，再三地看到的是，上帝用祂满有权柄的恩典与满有权柄的智

慧，建立男人，丈夫和父亲，作一个家庭的领袖，作一个家庭的头。这是圣经要每个男人，每

个丈夫，每位父亲面对的一个事实。你和我，我们都要带领我们的家，这一点没有问题。问题

不在我们要领导家庭，问题是我们如何领导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领导职责一定会在我们的家庭中，在我们的妻子与孩子的生命中留下痕迹。这是必然的

事情。问题不在于我们会影响妻子，而在于如何影响妻子。问题不在于我们会成为孩子的榜

样，而在于成为孩子什么样的榜样。父亲的画像是要启发围绕你桌旁的橄榄栽子，疼爱他们，

带领他们，养育他们；而这有许多不同的方式。我父亲就用了不少方法拉拔我们长大。 

 

你曾经满嘴果冻含糊不清地在餐桌上和父母抗争吗？你会动不动就乱丢东西打食物仗吗？我记

得特别清楚，我手里拿着吃的追着我爸满屋子跑，我妈朝我们大叫喊停。我还记得每次起床－

我妈总是温柔叫唤把我们弄醒，我爸却会拿一杯冰块往我们背上倒，真是残忍的起床号，但绝

对管用。我初中毕业以前，父亲担任过我参加的球队，以及好多其他球队的教练。当然我进高

中之后，这幅景象不再了，因为我自然转到专业教练手下去练球了。不过，父亲并不因此罢

休，我记得我的两个兄弟高中的时候踢足球。父亲会提早下班，跑到球场站在篱笆外头，每一

天都去看球队练习。我一点不夸张喔，根本没有别的家长在那里，没人要看球队练习的，没人

喜欢看练习。谁喜欢练习呀？但是我爸会去，不只教练会去，他也会盯着球队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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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为我们做过各样事情。小的时候，他带着我们去露营。他用一些有趣的方式教导我们许多

团队合作。其中我最爱的大概就是，被我叫做布莱特家族的可乐采购宾果游戏。杂货店每年都

有可乐罐头的特价活动，方式是看你能拿的了多少；所以我们一个挨着一个钻进车里，父亲开

车带着我们全家一起到杂货店，给我们四个孩子加上爸妈在内，每人二十块钱，然后我们就分

散开来进行抢购。 

 

我们分头进行，为了不引人注意，每个人各自拿一辆推车，并且在不同的区域拿可乐罐头堆放

在推车里。就连我妹妹，那时还是个小不点儿，也照样拿了一推车的可乐罐头呢；最后你会在

不同的六个结账出口都看见我们家的人，和迭的高高一车的可乐罐头在那里。这就是我们家的

团队合作。 

 

我父亲晚上睡的晚。圣诞节那段时间外头很冷，他会带着电暖器，到露营场地召聚人一起活

动。他过世前几个星期，我们全家一起骑自行车，他跑的比谁都快。还有每周三晚上和他在一

起的「亲子时间」，这是我们上高中以后，他为每个孩子做的事。我们会一起做一些事，无论

是教会聚会，打球… 等等；所以我高中后期的每个星期三晚上，都会和父亲见面，共进晚餐。

我们坐下来谈论人生，天南地北无所不聊。他也曾和我的妹妹进行每周三晚上的「亲子时间」

他们会在百货商场吃饭，然后，父亲带着一本书陪妹妹逛逛街。我的父亲就是这样把他的生命

投资在养育儿女的事业上，他为了这个目标牺牲自己，全然地付出。 

 

敬畏上帝方能得着上帝的恩惠，而认识上帝的真理才能得着上帝的智慧。父亲教会了我，贤妻

是应当珍爱的珍宝。儿女是应当养育的礼物。后面三项真理是随着第一项真理出来的，并且说

明一个男人有价值有意义的一生。所以我父亲教导我的第五项真理，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源自于

与上帝的同在。第 5 节说「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你在旧约里会读「锡安」，「锡安」

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呢，是和耶路撒冷有关，特别是和耶路撒冷的圣殿有关系，圣殿是上帝的荣耀与同在，住

在神的选民当中的地方。在旧约，以色列百姓会前往耶路撒冷朝圣的。因为在旧约时代，如果

你渴望遇见上帝的同在，如果你盼望遇见上帝的荣耀，经历祂同在的荣耀，那么你会前往圣殿

旅行。这可是件大事，而这里也是福音彻底改变了家庭景象的地方。 

 

当面对这样的旅程，你在新约里看到，耶稣死在十架上，然后从坟墓里复活，又差遣圣灵保惠

师；倾刻之间，我们的身体就成为圣灵的殿，所以实际上我们不必再踏上朝圣的旅途。赞美上

帝，我们不需要每一年都带上全家人，展开全程没有汽车代步的耶路撒冷朝圣之旅，一年还去

个好几回。弟兄们，请你注意听，福音如何彻底的改变了你在家庭里的角色。我们不用拉着全

家大小，旅行到耶路撒冷，才能遇见上帝的同在和荣耀。我们当然也不必每个星期天开车载送

孩子到一栋建筑物里，才遇见上帝的同在和荣耀。 

 



9 

 

那是旧约的信仰。旧约的宗教已经变成我们今天的习俗，但那不是新约的信仰。因为对任何一

个与基督同行，认识基督的男人，丈夫或父亲来说，并没有一个地方是你必须把小孩打点好，

把他们送到那儿去遇见上帝的。实际上，是你需要把上帝的荣耀和同在带进你自己的家庭里面

才是。你想让你的妻子儿女遇见上帝的同在和上帝的荣耀吧，那么你就你要兴起，向他们展现

圣灵的殿在你的身上。不拘男女，凡信靠基督的人都是圣灵的殿；但这里的事实是，你要把自

己和诗篇 128 篇的图画连结在一块儿，上帝的恩典福气从祂的圣殿流出，从上帝的同在中涌

流；然后你要把这恩典福气带进新约的福音图画里。事实上，弟兄啊，当你早晨叫醒你的妻子

儿女的时候，上帝的同在与上帝的荣耀应当从你身上涌流不歇。上帝的恩典福分里当从你身上

涌流出来，因为我们是圣灵的殿阿。 

 

当我们围坐在晚餐桌旁，就让上帝的同在荣耀与福气从我们身上涌流出来。这不就是一个每天

在你家里都能实际发生的事吗 ？不错，我的父亲教我如何挥棒。不错，我的父亲教我如何投

球，但是在他教我这些事情之前，父亲更教我祷告。在我们睡前的家庭晚祷时间里，他教我经

历上帝的同在。我记得当每天的晚祷渐渐成了例行公事的时候，我就会快快祷告一些千篇一律

的内容，这样我就能早点上床睡觉。但父亲不允许我这样，他说，「大卫，这是我们向上帝倾

心吐意的时刻；而且上帝会被我们寻见的呀。」就是这幅画面。弟兄，丈夫和父亲们要带领一

个家庭来寻求上帝，享受并且经历上帝在家庭里的荣耀和同在，所以新约信仰的实际体现并不

是在教会里头。 

 

我们就是教会，教会就在家庭里。教会是你的家庭在你自己家中经历到上帝的荣耀与同在。这

要如何实现在你家中呢？你如何用心地使上帝的同在，上帝的荣耀从你身上流到你的儿女妻子

身上，并且充满在你的家中呢？这要带我们进入第六项真理了，有意义的人生，当为上帝的福

音全力以赴，勇往直前。这不单单是上帝的同在要浇灌，要充满在一个家庭中，更是这同在与

充满带来的影响要在上帝的百姓身上。 

 

看看这个。有意义的人生，当为上帝的福音全力以赴，勇往直前。你听第 5 节说，「愿耶和华

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在此处诗篇 128 篇的境界扩张了；不

再仅仅关乎一个家庭，不只是关乎一个人和他的妻子儿女而已，这幅图画是上帝的好处与赐福

临到祂所有的百姓身上。这是耶路撒冷所代表的意义。 

 

你想看到上帝的好处与赐福临到祂的百姓身上吗？来看耶路撒冷。这是以斯拉记和尼赫迈亚记

的内容。他们在耶路撒冷建造圣殿，在耶路撒冷的周围建造城墙。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盼望上

帝的赐福被存留在上帝的选民当中；这么一来，他们就可以向周围的列国宣扬上帝是怎样的一

位神。所以这幅图画就是一个男人的家蒙神赐福，他和妻子儿女因此建立起这个信仰群体，并

且向世人传扬上帝是怎样的一位神。这不就是今天这个世代极大的需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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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们，要带领你的妻子儿女在家庭中经历上帝同在，上帝的荣耀，和上帝的话语，并借着这

些方式让你的家庭沐浴在上帝恩典里。但光是这样还不够，上帝最后的心意是要建立起一个刚

强的信仰群体，在你居住的城市，以及万国万民当中，宣扬上帝的属性，为上帝的福音而向着

标竿奔跑。因为上帝的百姓要不断地成长茁壮。   

 

我们带领家庭的目的是甚么呢？是为了妻子呢？还是为了孩子呢？不单是为了他们，是为了教

会；也不单是为了教会，乃是为了上帝。这才是重点。这个星期我重读父亲寄给我的其他电子

邮件和信件。在他因为教会里的一些冲突而苦恼时，给我发了这一封电邮，你听听他的想法

吧。 

 

他信里说，大卫，我的责任是竭尽我一切所能去影响不信主的人归向基督。如果这表示我应当

遭受损失或使用错误的过程的话，那么我不应该在这场冲突中奋战，只需接受这个想法，就

是：只要我积极传福音，我就是对的。你听到诗篇 128 篇的图画了吗？这不是对错的问题，而

是关乎上帝的荣耀要从教会传给世人。「我的责任是尽我所能去影响不信主的人归向基督。」

这便是作丈夫和父亲的，一个男人的责任。领导全家人向世人展现上帝的属性。把上帝的教

会，属于基督的信仰群体建立起来。弟兄，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复兴的理由。这是不是能激励我

们呢？弟兄啊，我们的儿女是否能够从我们身上学到怎样为福音复兴奋起呢？我们的儿女可曾

从我们这儿听到如何向人分享福音呢？这可要比教他们如何打棒球，踢足球，更加重要得多

了。如何为上帝的国度努力，如何建立神的教会，这些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事情啊   

 

这一切都带出最后一个真理：有意义的人生是源自于上帝的同在，以及为了上帝的福音、上帝

的国度而全力以赴。彰显上帝荣耀的人生才是值得的。这是诗篇 128 篇的最后一部份，第 5 节

「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

平安归于以色列！」这是多棒的画面，「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这是这个男人的福分。诗

篇 128 篇开始的时候，围绕他桌子的是橄榄栽子。那时候他们还没长大，而如今已是橄榄树成

群的画面了，他们正在结果子了，而且有更多的橄榄栽子围绕着这些橄榄树。而上帝的赐福显

明在，这个男人有一个特权，就是上帝在诗篇 128 篇中祂托付给他的代理的任务，如今他有这

机会在神面前，看到自己经完成了传承的任务。不只传承给他的儿女们，而是他的儿女也同样

再传承给他们的子女；传递上帝真理和敬畏神的责任已经透过他传给了崭新的下一代。实在是

一幅不可思议的图画呵！ 

 

It is far greater than anyone –  any 401(k) or retirement account can provide to any man 

in this room.  It is the confidence.  It is the investment of our lives and the lives of those 

around us, our wives and children, so that children beyond, wives and husbands beyond 

experience the blessing of God and walk in the fear of God.  “May you live to see your 

children’s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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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超越任何退休基金可以提供给你的保障。这是信心。这是我们生命的投资，以及我们身边的

妻子儿女的生命的投资，以致儿女、妻子和丈夫经验到上帝的赐福和敬畏上帝的福分。「愿你

看见你儿女的儿女！」 

 

我能完全告诉你实话吗？这是整个诗篇 128 篇中最让我感到困扰的一部分。这是上帝赐福的不

可思议的一个画面；我的确看到上帝在我父亲生命中好多赐福的确据；但事实上，他并没有活

着看到我的孩子。但是，我却从我孩子的身上看见我父亲的影子。 

 

这是否表示他没有看见他儿女的儿女吗？这是否表示他没得着上帝的赐福呢？我认为不是这样

的，我告诉你为什么。这是个秘密。我认为我父亲知道这个秘密。上帝从这个爱家并且服事家

庭的男人得着了极大的荣耀，这个男人生命的果子不只是今生的确据，他所结出的果实更是要

带进将来的国度里。所以事实是，我父亲没有活着看到我的这两个宝贝儿子；但是我祷告，愿

上帝借着我父亲加倍赐给我的荣耀，现在也加倍的临到你身上。我求神的荣耀也加倍临到祂赐

我的事奉，教导和训练；最后我所祈求的是，上帝的荣耀加倍临到我两个儿子的身上；让他们

有这个特权，有一天能看见他们的爷爷，当他们围绕在基督耶稣的宝座前，一同歌颂赞美上帝

的荣耀，直到永永远远的时候，能见识到爷爷唱诗歌的声音有多大。这才是值得活的人生。这

样的人生才有意义呀。 

 

身为丈夫和父亲的男人，你的家人太重要了。他们永远都很重要，所以我求神激励你，也挑战

你，要起来寻求上帝的恩惠，以及对神深深的敬畏，在你的家庭中，经历上帝的智慧从你心中

的真理涌流出来，疼惜你珍贵的妻子，养育上帝赏赐你超级大礼物－你的宝贝的儿女。 

 

应当借着显明这些事让你的人生踏实有意义，就是在上帝的同在里，圣灵从我们里面涌流，扩

张上帝的国度，广传福音，多少让上帝的荣耀在下一代身上倍增，或许在今后的世代中，上帝

会耽延再来的时候，结果今后的世代，我们的家人在我们的如此带领之下，常常歌颂赞美上

帝。愿上帝成就这事！因为这是福音与男人的蓝图！ 

 

你愿意和我一起低头祷告吗？请你在诗篇 128 篇的亮光中来到上帝面前，放下你的骄傲，把身

为男人的主权交给神，说「上帝阿，我需要你，求你福音的大能来制作我，使我成为一个你所

喜悦的男人。 求祢塑造我成为一个祢所喜悦的父亲，我把自己交在祢的手中。」 

 

如果你的太太，你的孩子也在旁边，请你很自在地和他们一起祷告。妻子和儿女如果有机会的

话为你父亲祷告。妻子为丈夫祷告。重要的关键是，要将你生命的主权交给神。因为上帝已经

托付男人领导家庭的重任。我盼望你祷告，求神借着你兴起一个信仰群体，是由诗篇 128 篇所

描绘这样的男人所领导的，求神施行祂的大能做成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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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天父，我们这时候来向祢祷告，回应诗篇 128 篇，响应祢启示的话语，上帝阿，求祢

浇灌恩典在男人身上。天父我们知道我们实在不足，没办法靠自己活出这幅男人的像式。我们

也知道身为男人，在我们的过去作丈夫和父亲时候，许多有败坏的，并不荣耀祢的地方。」 

 

想到这，我们真是恐惧战兢；恳求祢的恩典这时候遮盖我们，好叫祢的恩典使我们有能力。上

帝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屈膝，当我们让祢的真理深入我们心中时，当我们独自来求告祢，或

是一起祷告的时候，求祢得着我们，得着男人，磨塑我们。求祢塑造我们，求祢圣名的福赐给

在你眼前蒙恩，喜乐的男人；因为我们敬畏祢，要遵行祢的道，要在我们的家庭中经历祢的应

许。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为祢的荣耀而活的男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谢谢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