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CCNJ

人生種種…

陸寧馨
 

長老
 Elder Peter N. Lu 

PeterNLu@aol.com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

 
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太28: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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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在猶大曠野的時候、作了這詩。


 

詩篇
 

63:1 神阿、你是我的
 
神、我

 要切切的尋求你．在乾旱疲乏無水之
 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


 

2我在聖所中曾如此瞻仰你、為要見你
 的能力、和你的榮耀。


 

3因你的慈愛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
 頌讚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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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種種…
1. 人生無奈

2. 如何籌劃

3. 如何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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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無奈
 

(詩90:9-12)

9. 我們經過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
 們度盡的年歲、好像一聲歎息。

10.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強壯可
 到八十歲．但其中所矜誇的、不過是勞
 苦愁煩．轉眼成空、我們便如飛而去。

11.誰曉得你怒氣的權勢、誰按著你該受的
 敬畏曉得你的忿怒呢。

12.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
 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

日光下沒有新鮮事! 日光下沒有新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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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省思

1) 沒有異象: 箴29:18沒有異象、〔或作
 默示〕民就放肆．惟遵守律法的、便為

 有福。

2) 錯誤異象: 箴16:25有一條路、人以為
 正、至終成為死亡之路。

3) 正確異象: 是由神的啟示而來: 惟遵守
 律法的、便為有福。(箴29:18)

民放肆而終生遺憾的原因?民放肆而終生遺憾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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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放肆原因一: 舊人因私慾迷惑敗壞


 

羅1:21 因為他們雖然知道
 
神、卻不

 當作
 
神榮耀他、也不感謝他．他們

 的思念變為虛妄、無知的心就昏暗
 了．


 

弗4:22 ……．這舊人是因私慾的迷
 惑、漸漸變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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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放肆原因二: 屬靈三敵攻擊和影響

1. (弗 2:1-3) 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之
 中、他叫你們活過來．

2. 那時、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隨從今世
 的風俗、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就
 是現今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的邪靈．

3. 我們從前也都在他們中間、放縱肉體
 的私慾、隨著肉體和心中所喜好的去
 行、本為可怒之子、和別人一樣．



CCCNJ

陸-8

民放肆原因三: 放縱私慾並貪行污穢

17.(弗4:17)  所以我說、且在主裡確實
 的說、你們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

 存虛妄的心行事．

18.他們心地昏昧、與
 
神所賜的生命

 隔絕了、都因自己無知、心裡剛
 硬．

19.良心既然喪盡、就放縱私慾、貪行
 種種的污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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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人生無奈!


 
人生的省思: 勞苦愁煩轉眼成空


 
放肆的原因: 良心喪盡放縱貪行

人的異象是要由神的啟示而來; 
惟遵守律法的, 便為有福

人的異象是要由神的啟示而來; 
惟遵守律法的, 便為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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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1. 人生無奈

2. 如何籌劃

3. 如何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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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劃人生的困難和提醒: 傳(9:11-12)

傳9:11我又轉念、見日光之下、快跑的
 未必能贏、力戰的未必得勝、智慧的未
 必得糧食、明哲的未必得資財、靈巧的
 未必得喜悅．所臨到眾人的、是在乎當
 時的機會。

 12原來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魚被惡
 網圈住、鳥被網羅捉住、禍患忽然臨到
 的時候、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

因果,本末,先後,重輕,內外,實虛,存亡?
是和別人還是和自己競爭比賽呢?

因果,本末,先後,重輕,內外,實虛,存亡?
是和別人還是和自己競爭比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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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籌劃錯誤的後患


 

這舊人都是因為私慾的迷惑、漸漸變壞的


 

使得我們都只注意在外面的表現討人喜悅


 

使得人心都有私心雜念驕傲忌妒苦毒貪戀


 

使得我們願意追求虛空虛榮虛偽虛假虛無


 

造成人心憂慮焦慮不安悲傷憂鬱失望絕望


 

甚至人為財死，鳥為食亡。落入惡網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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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要我們籌劃人生, 先追求內心改造!

人因為內心的罪喜歡追求外表的行為表現,
神要賜我們新心新靈去面對世界上的一切

弗
 

2:8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
 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

 
神所賜的．9 也不

 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10我們原是
 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為要叫
 我們行善、就是

 
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

先求神的國神的義，這些一切都要加給你了。
所以要在所需所求之上，先求神的國神的義!

先求神的國神的義，這些一切都要加給你了。
所以要在所需所求之上，先求神的國神的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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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籌劃人生的原則

1) 不要追求在外面的虛空虛榮

2) 要追求在裡面的實在和美好

3) 要知所有的都是在神的手上

4) 不要落入惡網的各種的圈套

5) 要在所需所求所要之上之前

6) 要先求神的國神的義改造心

7) 要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

8) 要與我們的神同心同在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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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1. 人生無奈

2. 如何籌劃

3. 如何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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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問題來了!


 
正確立志籌劃, 從表面上, 充其量來看


 
不過是不可拿,嘗,摸, 等類的規條而已


 
按照

 
西(2:20-21)所說, 是毫無功效的


 
字句是叫人死精意是叫人活(林後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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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拿, 不可嘗, 不可摸, 等類的規條

西2:20-21你們若是與基督同死、脫離了
 世上的小學、為甚麼仍像在世俗中活

 著、服從那不可拿、不可嘗、不可
 摸、等類的規條呢。

22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導的。說到這
 一切、正用的時候就都敗壞了。

23這些規條、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
 意崇拜、自表謙卑、苦待己身、其實

 在克制肉體的情慾上、是毫無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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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賜新心新靈使我們順從遵行律例典章!

結36:25-28  我必用清水灑在你們身上、你
 們就潔淨了．我要潔淨你們、使你們脫離
 一切的污穢、棄掉一切的偶像。

26我也要賜給你們一個新心、將新靈放在你
 們裡面．又從你們的肉體中除掉石心、賜

 給你們肉心。

27我必將我的靈、放在你們裡面、使你們順
 從我的律例、謹守遵行我的典章。

28你們必住在我所賜給你們列祖之地、你們
 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你們的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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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乃神的大能:以祂的恩典而成就救恩

1) 福音的恩典和公義

2) 福音的恩典和爭戰

3) 福音的恩典和成就

以弗所書第三章: 基督的奧秘和神裡的奧秘以弗所書第三章: 基督的奧秘和神裡的奧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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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福音的恩典和公義

太
 

3:1那時、有施洗的約翰出來、在猶太
 的曠野傳道、說、2 天國近了、你們應

 當悔改。

太
 

4:17 從那時候耶穌就傳起道來、說、
 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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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福音的恩典和爭戰

a. 屬靈爭戰的應許和模式

b. 屬靈爭戰的戰爭和得勝

神要我們在屬靈爭戰中得勝結果子(弗6:10-20)神要我們在屬靈爭戰中得勝結果子(弗6: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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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屬靈爭戰的應許和模式


 

創3:14耶和華
 
神對蛇說、你既作了這

 事、就必受咒詛、比一切的牲畜野獸更
 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終身喫土。


 

15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為仇、你的後
 裔和女人的後裔、也彼此為仇．女人的後

 裔要傷你的頭、你要傷他的腳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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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屬靈爭戰的戰爭和得勝
 

(羅7:7-25)

7. 這樣、我們可說甚麼呢．律法是罪麼．
 斷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
 為罪．非律法說、『不可起貪心。』我
 就不知何為貪心。

8. 然而罪趁著機會、就藉著誡命叫諸般的
 貪心在我裡頭發動．因為沒有律法罪是
 死的。

9. 我以前沒有律法是活著的、但是誡命來
 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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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因為我所作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願意

 的、我並不作．我所恨惡的、我倒去作。



 

18 我也知道、在我裡頭、就是我肉體之中、

 沒有良善．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

 由不得我。



 

23 但我覺得肢體中另有個律、和我心中的律

 交戰、把我擄去叫我附從那肢體中犯罪的律。



 

24 我真是苦阿、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

 呢。



 

25 感謝

 
神、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能脫

 離了。這樣看來、我以內心順服

 
神的律．我

 肉體卻順服罪的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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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福音的恩典和成就

a. 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腓利比書2: 5 你們
 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b. 效法基督: 林前書11: 1 你們該效法
 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樣。

c. 基督在我裡面活著: 加拉太書2: 20 我
 已經與基督同釘十架．現在活著的、不

 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並且
 我如今在肉身活著、是因信

 
神的兒子

 而活、他是愛我、為我捨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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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靠福音的大能成就

1) 福音的恩典和公義

2) 福音的恩典和爭戰

3) 福音的恩典和成就

• 神賜新心新靈使我們遵行律例典章!
• 神要我們在屬靈爭戰中得勝而成長! 
• 神賜福音的恩典和公義, 爭戰, 成就!

• 神賜新心新靈使我們遵行律例典章!
• 神要我們在屬靈爭戰中得勝而成長! 
• 神賜福音的恩典和公義, 爭戰, 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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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種種…


 
經文：詩(90:9-12); 羅(7:21-25)



 
大綱：

1. 人生無奈

2. 如何籌劃

3. 如何成就



 
結語：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

 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詩90:12)

先求神的國神的義，這些一切都要加給你了。
所以要在所需所求之上，先求神的國神的義!

先求神的國神的義，這些一切都要加給你了。
所以要在所需所求之上，先求神的國神的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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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人生種種...
1. 人生無奈

1) 人生的省思: 沒有設定正確異象
2) 放肆的原因: 良心喪盡放縱貪行

2. 如何籌劃
1) 不要追求在外面的虛空虛榮
2) 要追求在裡面的實在和美好
3) 知道所有的都是在神的手上
4) 不要落入惡網的各種的圈套
5) 所以要在所需所求之上之前
6) 先求神的國神的義內心改造
7) 要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
8) 與我們神同心同在同行同榮

3. 如何成就
1) 神賜新心新靈使我們遵行律例典章!
2) 神要我們在屬靈爭戰中得勝而成長! 
3) 神賜福音的恩典和公義, 爭戰, 成就!



CCCNJ

陸-29

禱告
 

(詩篇27:1-4)


 
詩篇27:1  耶和華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

 救．我還怕誰呢．耶和華是我性命的保
 障．我還懼誰呢。


 

2那作惡的、就是我的仇敵、前來喫我肉的
 時候、就絆跌仆倒。


 

3雖有軍兵安營攻擊我、我的心也不害怕．
 雖然興起刀兵攻擊我、我必仍舊安穩。


 

4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華、我仍要尋求．
 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瞻仰他

 的榮美、在他的殿裡求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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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God bless you!

賽56:7  我必領他們到我的聖山、使他們在禱告我的殿中喜樂．他們的燔祭、
和平安祭、在我壇上必蒙悅納．因我的殿必稱為萬民禱告的殿。


	   人生種種…�
	大衛在猶大曠野的時候、作了這詩。
	人生種種…
	人生的無奈 (詩90:9-12)
	人生的省思 
	民放肆原因一: 舊人因私慾迷惑敗壞
	民放肆原因二: 屬靈三敵攻擊和影響
	民放肆原因三: 放縱私慾並貪行污穢
	小結: 人生無奈!
	大綱：
	籌劃人生的困難和提醒: 傳(9:11-12)
	人生籌劃錯誤的後患
	神要我們籌劃人生, 先追求內心改造!
	小結: 籌劃人生的原則 
	大綱：
	可是問題來了!
	不可拿, 不可嘗, 不可摸, 等類的規條
	神賜新心新靈使我們順從遵行律例典章!
	福音乃神的大能:以祂的恩典而成就救恩
	1) 福音的恩典和公義 
	2) 福音的恩典和爭戰
	a. 屬靈爭戰的應許和模式
	b. 屬靈爭戰的戰爭和得勝 (羅7:7-25)
	Slide Number 24
	3) 福音的恩典和成就
	小結: 靠福音的大能成就
	人生種種…
	總結:人生種種...
	禱告 (詩篇27:1-4)
	Slide Number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