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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心诊所	  (周五，周六)	  	  
(2nd	  and	  4th	  Fri–Sat	  every	  
month)	  
29	  E	  McCarty	  St,	  Suite	  200	  
Indianapolis,	  IN	  46225	  

卡梅尔诊所	  
周一至周六 Mon-‐Sat	  
755	  W.	  Carmel	  Dr.,	  Suite	  202	  
Carmel,	  IN	  46032	  
	  

www.indyobgyn.com	  
info@indyobgyn.com	  
	  

 

¥  围产保健	  
¥  高危妊娠	  
¥  宫外孕 	  
¥  顺产	  
	  

¥  内分泌失调 	  
¥  子宫肌瘤 	  
¥  更年期不适 	  
¥  妇科癌症诊断	  

周绕     	  
执照妇产科医师	  
317-‐218-‐7764	  
Rao	  Zhou,	  MD,	  PhD	  
内分泌与生殖生理学博士	  

妇产科医生诊所	  
Friendly	  Women’s 

¥  剖腹产	  
¥  不孕，避孕	  
¥  妇科感染	  
¥  各种妇产科手术 	  
¥  年度检查 

市中心诊所	  
周一到周四，周六   
29	  E	  McCarty	  St,	  	  
Suite	  200	  
Indianapolis,	  IN	  
46225	  

徐海峰 全科牙医	  
Carrie	  Haifeng	  Xu,	  
DDS,	  PhD	  
	  
牙科博士,生物化学博士	  
印第安纳大学牙科学院
临床教授	  

www.indycaredental.com	  
info@indycaredental.com	  
	  
	  

免费咨询，	  
免费去皱一处一次 	  
（限牙科诊所注册
的新病人）	  
	  
	  317-‐602-‐4898	  	  	  	  	  	  	  	  	  	  	  
 

诊所新添服务：	  
Botox	  美容  

•	  全科牙科服务，成人和儿童 
•	  洗牙、拔牙、补牙、假牙 
•	  隐适矫正	  
•	  牙齿美容、烤瓷、漂白	  
•	  种植牙、电动和超声波根管 
•	  全数码设备、全景X光 
•	  口内数码相机、Adec设备	  
	  

牙科诊所 

卡梅尔诊所	  
周五 ，周六 	  
755	  W.	  Carmel	  Dr.,	  
Suite	  202	  
Carmel,	  IN	  46032	  
	  

     不 要 信 得 太 迟 钝                                    蔡忠梅牧师                                 
耶穌對他們說，無知的人哪，先知

所說的一切話，你們的心，信得太遲
鈍了。.... (路加福音24:13-35) 

「你們的心，信得太遲鈍了。」
主耶穌為什麼會對這兩個門徒這麼說
呢？「遲鈍」在希臘文裡可以說是：
「為什麼信的這麼慢；為什麼信的那
麼笨拙。」這兩個門徒是從耶路撒冷
到以馬忤斯，如果把這個場景引申一
下：這兩個門徒，不只是反映心理上
的困擾，也包括環境給的寫照，表示
他們正在往下坡走，他們一路上在談
論的事情，都是灰心、令人絕望的。
所以，當耶穌問他們在談論什麼事情
的時候，這兩個人親眼看到主，卻
不認識主，這是非常離譜的事。其實
很多時候，在我們的生命當中也是這
樣，主明明就在我們旁邊，我們卻根
本不知道。

對主耶穌的認識

這兩個門徒對耶穌的認識是什麼
呢？

第一.拿撒勒人耶穌。他們只知道
祂是個名字叫耶穌的人。請問你對耶
穌的認識是什麼？當我們對主耶穌的
認識越清楚、越豐富，越會幫助我們
屬靈的生命更踏實，而且在介紹主的
時候，也會介紹的非常徹底。

第二.耶穌是先知。先知有四個
定義：1.事先知道。2.會解釋神的
話。3.神的代言人。4.公義的表現。
而這四個定義在耶穌身上都有。但這
些所看到的都是表象，跟你我的生命
到底有什麼關係？將耶穌釘上十字架
的人，也看到耶穌是先知，但為什麼
還會把耶穌釘上去？因為所看到的，
和他們的生命並沒有直接關係。所
以，這些聽到的，看到的，都不過是
外在顯出的，如果不能跟自己的生命
連結在一起，永遠都是客觀的，而不
會變成主觀的。

第三.耶穌是我們的彌賽亞。以
色列人心中所期盼的彌賽亞，是希望
能把大家從政治的角度救出來，使國
家變成完全獨立的國家。但是耶穌怎
麼贖我們出來？祂不僅把我們從政權
帶出來而已，祂還要給我們真正的自
由，成為主的兒女。耶穌就是為了作
王來的，耶穌作王有兩件事情是同時
解決的。1.內在：在我們的生命中間
作王，從死進入生，從罪惡裡進到自
由，不再受罪惡的挾制。2.外在：靠
著主，管理我們的生命、生活，做最
好的管理者。我們的主說，祂不只改
變我們，使我們成為一個得救的人，
祂更告訴我們，祂的國不屬於這個世
界。當人被祂拯救的時候，祂就是這
個國的國王。

第四.我們的官府把祂定了死罪。
這個人是大有能力的，可是我們的祭
司長把祂釘上了十字架。這兩個門徒
看到的是「死」，卻沒有看到主後面
所帶來的恩典。他們最可惜的是，在
耶穌十字架的路上，對主失去了盼
望。這也是彼得出去打魚的關鍵，因
為他覺得所有一切都幻滅，耶穌一死
什麼希望都結束了，可是他們忘了後
面，還有第三天的復活。所以，耶穌
對他們說：「你們的心，信得太遲鈍
了。」你們所知道的都是外人說的，
都是似是而非的表象，而真正的信仰
在哪裡？耶穌把聖經中所有記載有關
耶穌的事都告訴他們，從舊約到死裡
復活都跟門徒說明白。而門徒因為沒
有清楚的認識「神的話」跟「主復活
生命的應許」，所以等到面臨到許多
環境的時候，神的話對他們一點幫助
都沒有，因為都是聽來的。

更深的認識主

1.讓耶穌跟你一起行走(與主同行)
：記下主說的所有的話，在自己生命
中活出來。 2.讓主住在我們家裡：「
請你同我們住下吧！」(路24:29)3.
聽主的話：如同門徒一路上都是聽主
的話。「於是從摩西和眾先知起，凡
經上所指著自己的話都給他們講解明
白了。」(路24:27)聽話是不容易的，

如果聽話沒有好好聽的時候，容易產
生很多誤解與困難。如果主告訴我們
的話，我們只聽一半或只聽我們想聽
的，都是會有偏差的。聽主的話，最
重要的是不要缺席主日。4.擘餅：與
主合而為一。「到了坐席的時候，耶
穌拿起餅來，祝謝了，擘開，遞給他
們。」(路24:30)5.傳出去：讓我們
所得到的，不要停在我們這裡。學習
門徒立刻行動，且不在乎路途的遙
遠。「他們就立時起身，回耶路撒冷
去，....」(路24:33)

結語

親愛的弟兄姐妹，不管你信主多久
了，問問自己對主的認識是聽來的，
還是自己經歷的？聽話是不是只聽
一半？有沒有辦法讓主的話，幫助我
們更深的認識主。今天的信息告訴我
們，只有神的話才是我們行事為人的
準繩，才是我們得主憐憫、得主栽培
的重要關鍵。

不是从孩子身上看到了希望
你才相信孩子
而是你相信孩子了
你才能看到希望

不是孩子有了责任
你才放手
而是你放手了
孩子才有责任

不是孩子听话了
你才尊重孩子
而是你尊重孩子了
孩子才听话

不是孩子成长了
你才信任孩子
而是你信任孩子了
孩子才能长大

不是孩子优秀了
你才接纳孩子
而是你接纳孩子了
孩子才优秀

不是孩子幸福了
你才幸福
而是你幸福了
孩子才能获得幸福

不是孩子可爱了
你才爱孩子
而是你爱孩子了
孩子才显得可爱

爱是一切如是
爱是让我身边的人
按照他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生活

爱是深深地理解与接纳
我要努力成为爱本身
爱自己
爱家人
爱身边的每一个人

爱 孩 子 是 如此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