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訊

家庭生活讲座 (8/21, Thurs, 9:30am)

 姊妹会主办 (张惠芬姐妹)

 “健康家庭生活”

 “子女教養”



SCRIPTURE

讀經



馬可福音 9:14-29

(pp. 1536-37)



14 耶穌到了門徒那裡，看見有許多人圍著
他們，又有文士和他們辯論。 15 眾人一見
耶穌，都甚稀奇，就跑上去問他的安。 16
耶穌問他們說：「你們和他們辯論的是什
麼？」 17 眾人中間有一個人回答說：「夫
子，我帶了我的兒子到你這裡來，他被啞
巴鬼附著。 18 無論在哪裡，鬼捉弄他，把
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齒，身體
枯乾。我請過你的門徒把鬼趕出去，他們
卻是不能。」 19 耶穌說: “唉！不信的世代
啊，我在你們這裡要到幾時呢？我忍耐你
們要到幾時呢？把他帶到我這裡來吧！”



20 他們就帶了他來。他一見耶穌，鬼便
叫他重重地抽風，倒在地上翻來覆去，
口中流沫。 21 耶穌問他父親說：「他得
這病有多少日子呢？」回答說：「從小
的時候。 22 鬼屢次把他扔在火裡、水裡
，要滅他。你若能做什麼，求你憐憫我
們，幫助我們！」23 耶穌對他說：「你
若能?! 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24 孩子
的父親立時喊著說：「我信！但我信不
足，求主幫助！」



25 耶穌看見眾人都跑上來，就斥責那汙
鬼，說：「你這聾啞的鬼，我吩咐你從
他裡頭出來，再不要進去！」 26 那鬼喊
叫，使孩子大大地抽了一陣風，就出來
了。孩子好像死了一般，以致眾人多半
說：「他是死了。」 27 但耶穌拉著他的
手，扶他起來，他就站起來了。

28 耶穌進了屋子，門徒就暗暗地問他說
：「我們為什麼不能趕出他去呢？」 29
耶穌說：「非用禱告，這一類的鬼總不
能出來。」





SERMON

信息

8/17/14



“為什麼我們不能?”

“Why Couldn’t We?"

(馬可福音 9:14-29)

邓牧師



生活, 事奉: 成功好? 失败好?

软弱, 失败, 捆绑, 灰心丧志, 忧虑绝望, . .

问耶稣: “我/我们为什么不能 . .?”

失败乃成功之母!

“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

自暴自弃: 耶稣能吗? 愿意吗?

“唉！不信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
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

自高自大: “我是富足, . . ., 一样都不缺.”

“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 可怜, 贫穷, 瞎眼, 
赤身的 !”



北美教会光景: 成长? 衰退?
走上坡 (晴天)? 走下坡 (雨天)?

美南浸信联会 (SBC)
Membership
 2011 (16 mill)/2012 (15.9 mill): -100,000
 2012 (15.9 mill)/2013 (15.7 mill): -200,000

Worshipers
 2012 (5.97 mill): 3.1% down of 2011
 2013 (5.8 mill): > 2% down of 2012

Baptism: (down 7/9 yr)
 2012: - 5.5%
 2013: - 1.5%

加州 非加州

我/我们为什么不能?



2003-13 崇拜總人數: 490 to 359 (-131): -27%

1993-2002 崇拜總人數: 396 to 491 (+95): +25%

If: 2003-2013 (+25%): ~500 to ~625 (+125)

我/我们为什么不能????



我/我们为什么不能?: 軟弱无能的教會

軟弱无能的使徒们 (馬可 9:14-29)

得胜经历 7:7-13 “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 差
遣他们两个两个地出去, 也赐给他们权柄制
伏污鬼. . .门徒就出去, 传道叫人悔改, 又赶
出许多的鬼, 用油抹了许多病人, 治好他们.”

砰上对手 9:18 “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 
他们却是不能!”

引发争论 9:14 “看見有許多人圍著他們, 又
有文士和他們辯論” (会员大会/同工会)

耶稣回来 9:14-15 “耶穌到了門徒那裡, . . 眾
人一見耶穌, 都甚稀奇” (能源来到!)



我/我们为什么不能?: 軟弱无能的教會

軟弱无能的使徒们 (馬可 9)

9:14-15 “耶穌到了 . . 一見耶穌, 都甚稀奇”

耶稣同在的问题

林道亮院长: “教会增长的秘诀”

3:13-15耶稣上了山, 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 . 
他就设立十二个人, 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 也
要差他们去传道, 并给他们权柄赶鬼. . . .

使 4:13见彼得, 约翰的胆量, . .没有学问的小
民, 就稀奇, 认明. . 是跟过耶稣/耶稣同在的.

满有大能的使徒们 (使 4)

满有大能的 CBCOC!



我/我们为什么不能? --耶稣同在的问题

同在大 --能力大

同在小 --能力小

荣耀离开 --灯台挪去

我们信心的问题 (v.19); 祷告的问题 (v. 29)

v. 19 “.却是不能! 耶稣说: ‘唉! 不信的世代啊, 
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 我忍耐你们要到
几时呢? . .带到我这里来吧!” (申 32:5, 20)

马太 17:19-20 “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 耶
稣说: 是因你们的信心小 (不足, 动摇, poor)”

倚靠经验, 才干, 知识, 牧师 不信的世代!



我/我们为什么不能? --耶稣同在的问题

我们信心的问题 (v.19)

信心不足

能力缺乏 vv. 18-19 “不能 . .不信的世代”

神迹寡少 6:5-6 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
异能, 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 治好他们
. 他也诧异他们不信, 就往周围乡村. .去了.

信心充足

血漏的女人 5:34女儿, 你的信救了你, 平
平安安地回去吧! 你的灾病痊愈了.

外邦的妇人 7:29耶稣对她说: ‘因这句话, 
你回去吧! 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



我/我们为什么不能? --耶稣同在的问题

我们信心的问题 (v.19)

信心充足

 Susanna的医治见证 (赞美操)

 v. 23 “在信的人, 凡事都能.”

 10:27 耶稣看着他们说: “在人是不能, 在神
却不然, 因为神凡事都能.”

腓 4:13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Name & claim/Prosperity”: 半吊子的信心!

信心成长: 考验 --我的功课

知识份子: “Pastor, 不祷告, 结果一样!”

耶稣回答: “唉! 不信的世代啊 (Anaheim)!”



我们信心的问题 (v.19)

信心充足 (单纯, 真实, 健康, 品质)--能力充足

信心不足 --能力不足

不信世代 --再无神迹

“半信半疑的信心” --好消息: 耶稣的邦助

軟弱无能教會 (耶稣没面子): 父亲, 信心动摇

责任推给 CBCOC/基督徒; 平平安安的不信!

“你若能做什么, 求你怜悯我们, 帮助我们!”

耶稣回答: “你若能? 在信的人, 凡事都能”

立时喊着说: ‘我信! 但我信不足, 求主帮助!”

路加 9:42 耶稣就斥责那污鬼, 把孩子治好了, 
交给他父亲.



我/我们为什么不能?

耶稣同在的问题

同在大 --能力大; 同在小 --能力小

我们信心的问题 (v.19)

信心充足: 能力充足; 信心不足: 能力不足

我们祷告的问题 (v. 29): 信心的行动!

 “非用祷告, 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

马可 11:22-24 “你们当信服神! 我实在告诉你
们: . . 对这座山说, ‘你挪开此地, 投在海里!’ 
他若心里不疑惑, 只信他所说的必成, 就必给
他成了. 所以我告诉你们, 凡你们祷告祈求的
, 无论是什么, 只要信是得着的, 就必得着.”



“非用祷告, 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

多祷告: 多能力; 少祷告:少能力; 不祷告? . . 

CBCOC 的翻转 祷告生活的翻转

读书会: “使徒保罗的祷告”

“爱的呼召; 祷告特会”

路加 11:1 “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 祷告完了, 
有个门徒对他说: 求主教导我们祷告!”

軟弱无能的使徒 圣灵充满的使徒?

“进了城, 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 在那里有十
一位使徒,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马利
亚, 并耶稣的弟兄, 都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 
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一百二十名”



为什么不能? --耶稣同在的问题
同在大 --能力大;
同在小 --能力小

“你要大大张口, 我就给你充满”
为什么不能? --我们信心的问题

信心充足 --能力充足; 
信心不足 --能力不足

“我信! 但我信不足, 求主帮助!”
为什么不能? --我们祷告的问题

多祷告: 多能力; 
少祷告:少能力;

“耶稣设一比喻, 是要人常常祷告, 不可灰心.”





RESPONSE  HYMN

回應詩



#319 

“Teach Me to Pray"

“教我禱告”



#319 Teach Me to Pray 1/4

親愛的救主; 教我禱告

我心向恩主; 發聲求告

願遵主旨意; 走主真道

親愛的救主; 教我禱告

主在我心裡; 我在主裡

我深願與主; 常在一起

使我得自由; 豐富能力

與神人相處; 充滿活力



#319 Teach Me to Pray 2/4

主求你賜我; 禱告能力

在世界罪惡; 痛苦之地

無數的靈魂; 沉淪迷失

主求你賜我; 禱告能力

主在我心裡; 我在主裡

我深願與主; 常在一起

使我得自由; 豐富能力

與神人相處; 充滿活力



#319 Teach Me to Pray 3/4

我意志薄弱; 求主復興

使我能制服; 罪惡本性

賜我新力量; 充滿我靈

使我常禱告; 聽主命令

主在我心裡; 我在主裡

我深願與主; 常在一起

使我得自由; 豐富能力

與神人相處; 充滿活力



#319 Teach Me to Pray 4/4

親愛的救主; 教我禱告

主是我榜樣; 是我嚮導

做我的中保; 永遠可靠

親愛的救主; 教我禱告

主在我心裡; 我在主裡

我深願與主; 常在一起

使我得自由; 豐富能力

與神人相處; 充滿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