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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福音的家庭會如何不同?  
  

 

  對我而言, 最重要的生活禾場就是我的家庭。在我一生中要學習的重要功課, 就在我家庭裏, 

透過我與父母兄弟、配偶兒女的關係和互動, 我們要學習我與天父、主耶穌、聖靈的關係和親

交。神賜給最大的福份也就隱藏在我家庭裏, 世界上再沒有比“父母的慈愛、兄弟的和睦、配偶

的恩愛、兒女的孝敬”更寶貴的, 那都是在我一生的奔跑裏會成爲最大的力量和福份。我在一生

奔跑的旅程裏要得永遠的基業和冠冕, 也都透過我的家庭、兒女、後代而來; 每天在我與配偶兒

女、父母兄弟之間的親交、互動、服事上, 我就加添神所賜的賞賜和基業, 繼承我基業的我的兒

女後裔也成爲我永遠的基業。 

 

  其實, 整本聖經是講到一個人的蒙恩如何帶來整個家庭、民族、後裔的蒙恩, 神一切的美意就

在於我和我家庭裏。聖經强調: 挪亞一人蒙恩如何帶來他家人的蒙恩, 如何帶來他世世代代後裔

的蒙恩; 亞伯拉罕一人的蒙恩如何帶來以撒、雅各、約瑟、以色列世世代代後裔的蒙恩。新約聖

經裏, 也多多强調: 一個蒙恩的聖徒應該如何恩愛幇補配偶、敎養兒女、孝敬父母、恩待兄弟和

肢體。萬民萬戶需要的信息, 也是我和我家蒙恩的信息和見證。宣敎師去異邦要傳揚的信息, 也

就是“一人如何在基督裏蒙恩, 如何得着神所賜四大福音化的應許, 如何孝敬父母、恩愛配偶、

祝福後裔, 而能如何祝福其他家庭和時代”的信息和見證。  

 

  2014年的家庭月, 神要大大祝福我們和我們的家庭。我們要期待, 也要蒙受神所賜豐盛的恩惠, 

而能我和我家要進入新的蒙恩時間票裏。  

 

** 讀經: 創12:1-3 神賜給亞伯拉罕的應許；22:1-18 經過亞伯拉罕的一生, 神繼續反覆强

調賜給他的應許, 也用各樣的事情和過程大大堅固他了。然後, 神在摩利亞山上試驗亞伯拉罕, 

並將神在耶穌基督裏所豫備"耶和華以勒(神親自豫備)"永遠豐盛的福份, 向亞伯拉罕和他世世代

代的後裔顯明。凡在基督裏的聖民, 都與亞伯拉罕一同得了同一個的生命、後裔和永遠的應許了<

加3:29>, 我們應該相信、確認、享受、發展。   

  

1. 沒有福音的家庭 

 

  1) 與神的救恩歷史完全沒有關係: 在<創4-5章, 10-11章>裏, 我們會看到兩種家譜, 一個是

在基督裏的家譜, 一個是基督外面的家譜。基督家譜裏的聖民, 是其每一個人的名字、父子關係



和壽命記錄得都很淸楚, 但關於基督家譜外面人的記錄則沒有那麼淸楚, 也沒有記錄他們的壽

命。因爲他們的生命與神的救恩歷史無關。他們一生的勞碌奔跑, 將都要成爲落空, 只帶來嚴重

的審判。他們根本不知道他們生命的來源和歸屬, 因此沒有生命的目標和方向。他們是爲"肉體的

情慾，眼目的情慾，並今生的驕傲"<約壹2:16>而奔跑；他們繼續發展"世界文化、歌舞和武器"<

創4:20-22>。   

 

  2) 家庭的一切運作, 都在於人的有限裏: 他們沒有創造主、永生主、供應主、幇助賜福的神, 

自己要成爲自己生命的主人, 自己要供應自己所需要的, 自己要負責自己和後代的未來; 因此他

們的一生, 是活在不安、懼怕、勞苦重擔裏, 也爲要爭取、積攢、保護而奔跑。  

 

  3) 沒有福音的家庭, 就運作在嚴重的咒詛裏! ① 骨肉之情所帶來的憐憫: 因爲不認識神, 不

認識自己有靈魂體的生命, 不認識來源和歸屬, 不認識人生的意義, 所以只要顧關於肉體、世

界、短暫的事, 並且一生活在憐憫膽心父母兄弟配偶兒女的生老病死裏。② 同居所帶來的掙扎: 

沒有生命答案之人的同居必會帶來許多的矛盾、掙扎、彼此的傷害。因爲不認識福音(人的罪性、

軟弱、有限和基督的代贖救恩), 所以無法饒恕、寬容、幇補, 常常會遇到許多的衝突。人最大的

受傷和痛苦, 大部分是都從同居的父母、兄弟、配偶、兒女而來。③ 相關所帶來的折磨: 因爲沒

有“神的生養、應許和帶領”, 所以自己要負責家人的生命, 因此樣樣都要膽心、干涉、强迫。

④ 期待所帶來的受傷: 家人之間彼此期待得多, 所以得不着所期待的時受傷也多。⑤ 離別的痛

苦: 會者定離, 很快要面對家人一個一個要離開世界。彼此之間的愛越深, 離別之時的痛苦也越

大。因爲不知道家人死後去哪裏, 所以無法能得安慰, 只要面對極其的痛苦。⑥ 自私的捆綁: 只

爲得我家庭的利益而奔跑, 無法得着神爲神民所豫備地區、列邦、萬民的疆界和祝福。  

 

⇒ 他們活在何等嚴重的咒詛裏! 沒有比認識福音更大的祝福。福音眞是神的大能! 一個人只認識

了福音所帶來的情報, 就他的眼光、目的、方法、答案都自動地恢復事實, 能按事實生活, 按事

實來祝福自己和自己所愛之人的永遠生命。→ 不關目前我家庭的情況是如何, 我們先要多認眞

於認識福音的事情上! 很多蒙恩聖徒的一生就證明: 在他們的一生中, 每當他們對福音更淸楚認

識的時候, 一生捆綁他們的黑暗勢力就挪開, 他們的人生就進入另一蒙恩的時間表裏。  

 

⇒ 我們要檢討: 我的家庭是否還在這種惡劣的情況裏運作? "承認有神, 受洗禮, 來敎會, 參加

事奉"的人, 不一定已恢復了"有福音的家庭"。 

 

2. 有福音的家庭 



 

  1) 成了尊貴的家庭: 亞伯拉罕的家庭(連一個兒子都沒有的條件, 但原來要祝福列邦萬民的祭

司長的家庭, 並且將來能得如同天上星星那樣多的後裔)。每一個聖民的家庭都有一樣的經歷, 聖

經特別强調這一點。以撒、雅各、約瑟、拿俄米、路得、莫大拉馬利亞。。。他們的開始都是微

弱卑賤, 但都成了祝福列國萬民的生命。凡蒙受耶穌基督重價代贖的聖民, 都擁有了極其尊貴的

身份和計劃。⇒ 我們給我們所愛的家人最大的祝福, 就是"以尊貴的眼光看我的配偶、兒女、父

母兄弟"的, 眼光蒙恩了, 我們家庭所遇的一切的條件都變爲蒙恩的。 

   

  2) 擁有神所賜的應許= 個人福音化(成了萬福之源)/家庭福音化/地區福音化/世界福音化: 神

繼續反覆地給亞伯拉罕確認應許<創12:1-3, 13:14-18, 15:1-21, 17:1-27, 22:1-18>。我們透過

"以瑪內利和四大福音化"的應許察驗事情的時候, 我們才能發現神的美意。應許就是在我們人生

旅程裏的GPS, 若我們失去了應許就無法看見我們當走的方向和道路。當我們爲家人代禱的時候, 

有堅信神所賜的應許, 我們才能得着代禱中蒙應允, 而能知道在今日時間表裏我們應該如何幇助

家人。尤其, 在養育蒙恩兒女的過程裏, "應許"是不可缺少的絶對要件了。   

   

  3) 在整個過程裏, 能看見神的引導.供應和成就: 亞伯拉罕的一生, 他抓住應許以禱告祭壇爲

中心生活, 神就繼續顯現跟他說話, 也告訴他神將要作的事, 也給他看了神的作爲。福音的中心

內容, 就是"神爲", 因此正確認識福音, 抓住神的應許, 以禱告爲中心生活的家庭, 就能享受"神

爲的運作系統"所帶來一切豐盛的福份。他們在凡事上會看到神的引導和施恩賜福, 因此時常生活

在感恩、盼望、喜樂和讚美見證裏, 也能蒙受許多蒙恩的遇見。  

  

  4) 在家人彼此之間的互動裏, 有恩愛和寬容: 因爲知道每一個家人都是神親自生養並且將必

成全, 並且繼續看到神的作爲和恩典, 所以不會因家人的軟弱和遲鈍而着急和灰心, 總是彼此代

禱、祝福、幇補的過程裏和睦相聚。這種感恩、盼望、喜樂、彼此相愛祝福的屬靈環境, 在兒女

們的成長上能供應無限的恩典和祝福。  

 

  5) 有福音的家庭, 是不斷地會遇到各種挑戰, 並且每次過苦難的過程裏, 蒙受了七倍的精鍊

和恩膏, 並且也蒙主重用! 亞伯拉罕家庭是繼續不斷地遇到各種的試煉和蒙恩, 一直到亞伯拉罕

站在摩利亞山上。他和他的家庭在那裏, 就在那他獻兒子以撒的地方, 就在那發現神爲他豫備的

羔羊耶穌基督的地方, 終於得了"仇敵的城門", 並能成了列邦萬民的祝福。歷史歷代蒙神同蒙呼

召的聖民和聖民家庭所遇到的試煉、精鍊, 都是一樣。  

 

⇒ 我們要確認: 我的家庭有沒有上述五個"有福音的家庭"的證據; 也要檢討有沒有應該更新的地

方!  

   



3. 神在我家的福音化善工, 是從我身上已開始, 也正在進行! 

 

   亞伯拉罕一個人蒙恩, 就全家人和後代都一起蒙恩了! 我和我的家庭, 也像亞伯拉罕和他家庭

一樣, 雖然要遇到許多挑戰, 也要經過蠻長的過程, 但我這"先蒙神呼召的"一人, 在神面前願意

繼續靠神恩典蒙得醫治和恩膏而成爲神恩典的通道, 就我和我家將必會遇見越來越蒙恩的未來。

聖靈在一個人身上動工的時候, 黑暗的勢力被挪開, 神的國顯現在他的家庭裏, 整個家人都能蒙

受神的恩典和祝福。所以, 不關我家人的情況, 我的眼光繼續要集中於聖靈充滿。  

 

 1) 神賜福與我家的善工, 已在我生命裏開始了。我要確認神在我身上開始的那奇妙偉大的工作!  

多蒙恩的聖徒爲家人的蒙恩代禱中, 很容易着急或灰心, 但要懂得將自己的眼光繼續放神在我自

己生命裏天天極美的作爲, 並且要得着其美好的證據而與神同行<腓1:6, 弗1:3-23>。我們越着急, 

就越帶來許多副作用。神在我家裏已開始了祂的善工了, 並必對我家人最好的時間表裏, 最美好

的成全。我將我的眼光多放在我自己的蒙恩的時候, 會看到聖靈在我家人身上的工作更快。我今

日如此的飢渴慕義、明白福音、成了神的兒女、蒙受了永生和永遠的應許、禱告中享受各樣美好

的恩賜和賞賜。。。等, 是神所作何等奇妙的作爲? 當我多多享受那"神在我生命裏開始的善工"

的時候, 我整個家人蒙恩的時間表更迅速的來到。  

    

 2) 神在我家庭裏的善工, 是從祂賜給我的生命、角色、本份上開始並要發展! 我家庭迅速蒙恩

的秘訣, 就在於我的生命.角色和本份裏<彼前3:1, 弗5:22-6:4, 申28:1-14>。神的榮耀、尊貴、

權柄、能力、慈愛, 都從那裏彰顯出來, 當我盡我本份(順從神的帶領)的時候, 我家人的生命也

開始有變化。譬如: 我如何叫我父母迅速蒙恩? 那秘訣就在於我的孝敬、親近、喜悅父母。我如

何叫我的丈夫或妻子迅速蒙恩? 其秘訣就在於我眞心幇助他, 好好兒養育兒女, 也孝敬公公婆婆

或岳父岳母等的丈夫或妻子的本份裏。我如何叫我的兒女迅速蒙恩? 就在於享受作父母的本份

裏。 

 

  3) 神賜給我許多所願, 也在我心靈裏與我一同代禱! 神叫我成爲"君尊的祭司", 用我的禱告

來保護、祝福我的家人。主耶穌和聖靈按神的旨意爲我和我所愛的代求<羅8:26, 34>, 並且將那

代求顯明於我的心靈裏<約14:26>。因此, 當我們爲家人代禱的時候, 若我們不被人的軟弱條件、

情況或過程受影響, 乃是按神的應許和旨意禱告, 我們必能得着聖靈在我心靈裏所顯確信、感

恩、盼望、平安、喜樂<腓4:4-7>。因此, 禱告完後, 我會很喜樂地服事家人, 並且聖靈的恩惠顯

現在家裏, 黑暗勢力挪開, 神的國降臨在我家裏, 我們家庭的福音化更快的進行。 

 

  4) 遇到問題的時候, 就是最好的機會! 我禱告了, 神的工作在我家裏開始了, 當然我們會看

到在家裏有許多的事情發生(爭戰、問題、更新等)。在家庭福音化的過程裏, 無論發生何種問題, 

我們身份爲君尊祭司的絶不要膽心、灰心、驚惶, 乃要保持平安, 更要安靜禱告跟從聖靈的帶領, 



也要安然照顧、幇助、安慰家人。若當我們繼續保持禱告、聖靈充滿、盡忠本份、幇助家人的過

程中發生有些問題, 那就是神要賜下七倍恩賜和賞賜的時間了<申28:7, 詩23:5>。  

 

** 結束的話: 神透過亞伯拉罕、撒拉最不好的條件、他們所遇最大的挑戰、他們所走最蠻長的人

生旅程與我們分享關於"家庭福音化"的啓示, 是爲要强調神賜給我們"家庭福音化"的應許是將必 

盛榮耀的成全。"神願意爲那承受應許的人格外顯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起誓爲證。。。神決

不能說謊"<來6:17-18>。我們"要堅守我們所承認的指望，不至搖動，因爲那應許我們的是信實的

"<來10:23>。有福音的家庭和沒有福音的家庭, 是完全不一樣的; 聖徒按福音所含的事實和應許

爲家庭禱告所蒙應允的, 和不按福音禱告所蒙應允的, 也是有天壤之差。神永遠極美的善工已在

我和我所愛的家庭裏開始了, 並且非常迅速的正在發展當中, 我們要看見那證據而要帶着充滿感

恩、盼望和讚美的生命來跟隨主。我的生命、角色、崗位、本份, 都是神在我家的家庭福音化善

工中所重用的工具, 我們的眼光多多放在現在主在我生命裏的作爲。  

 

禱告：親愛的主啊，在這2014年的家庭月，我們來到你施恩的寶座前，爲我們的家庭，

爲你賜給我們的配偶、兒女、父母兄弟禱告祈求。願你按你豐盛的恩惠，將百倍的恩典加

在我們家庭裏。感謝你給我們家庭，使我們在父子、夫婦、兄弟關係裏學習主基督，也使

我們享受你在家庭裏爲我們所豫備豐盛的福份，也使我們在家庭福音化過程裏能得着永遠

的冠冕。感謝你賜給我們永遠的應許，好叫我們在任何情況裏都能得着你的美意、引導、

供應和賞賜，也叫我們在應許蒙得成全過程中，能帶着榮耀的盼望忍耐等候，並能得着能

力來幇助尙未蒙恩的家人。主啊，我們比家人更爲我們自己要禱告。我們不可着急，因爲

爲我們骨肉的蒙恩，你在我們身上已開始了榮耀的善工；今日你的善工和時間表，就在於

你賜給我們的角色、崗位上。在我們盡本份的過程中，你必顯出你的榮光、聖潔和慈愛

來；今日我歡喜快樂的順從和依靠，必會帶來你明日豐盛榮耀的成全。求主恩膏我們，使

我們在家裏能成爲保守、祝福家人的祭司，也能成爲你以瑪內利恩典的見證人，並能成爲

流出福音活水的通道。阿們！  

 

** 本週禱告題目 

 

1. 我的家庭, 是在福音上建立起來的家庭麼? 我深信: 我的家庭, 是蒙神呼召榮耀尊貴的家庭

麼? 擁有了神的目標, 也被異象牽引着運行麼? 因此, 在天天會看到神賜給我家的學習、福份和

冠冕麼? 努力察驗神的美意, 依靠神的幇助、能力、成全而生活麼?  

  



2. 我家在恢復福音的過程裏, 到如今蒙受了何等的恩典? 曾經經歷過哪些的精鍊和苦難? 在那

些苦難中蒙受了那些恩惠和祝福? 目前, 所遇到的精鍊是甚麼? 在基督福音裏, 主賜給我如何的

答案? 在過程中, 我會得哪些恩惠? 我家會得哪些恩惠?   

  

3. 我在我家蒙恩的過程裏, 應該要帶出來如何的作用? 我深信: 我今日的蒙恩, 都與我家和我

後裔的蒙恩有密切關係麼? 不關我家的現況如何, 我則可以得着主賜給我的角色、使命和美意麼? 

我可以帶着盼望和喜樂步步跟從主麼? 爲家人代禱的時候, 我抓住應許而能得主的應允麼? 看到

配偶、兒女的軟弱, 我是通常如何反應? 若是主, 祂會怎麼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