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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傳家寶
／編輯室

這是耶和華─你們神所吩咐教訓你們的誡命、律例、典章，

使你們在所要過去得為業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孫

孫一生敬畏耶和華─你的神，謹守他的一切律例誡命，就是我

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長久。

「以色列啊，你要聽，要謹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與蜜

之地得以享福，人數極其增多，正如耶和華─你列祖的神所應許你

的。

以色列啊，你要聽！耶和華─我們神是獨一的主。

你要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神。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都要記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訓你的兒女。

無論你坐在家裡，行在路上，躺下，起來，都要談論。也要繫在手

上為記號，戴在額上為經文；又要寫在你房屋的門框上，並你的城

門上。」（申六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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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提醒─家庭月
／家庭團契部

信友堂是看重家庭的教會，因為家庭是神最起初的祝福

（創一27-28，二18-25）。到了新約，耶穌親自在地上

設立教會（神的家），授與權柄（太十六18-19）交付任務

（太二十八18-20）。而服事神的家（教會）的人，要從自

身和家庭開始（提前三1-13）。說到這裡或許有人會誤會，

那單身的弟兄姊妹就不算在內囉！不論你是什麼狀態，你目

前的角色一定是其中之一：父母、夫妻、子女（當然還有往

上往下的延伸），或許三種角色你都在其中。這是神對家庭

的祝福所生發的親密關係，是任何變動都奪不去的。藉著

夫妻的角色，讓人體會合一和耶穌基督捨命的愛（弗五21-

33）。作父母的透過生產、餵養、教育，稍稍揣摩並了解天

父的心意（賽四十九15）。身為兒女的在孝敬和被管教中，

學習順從聖靈的教導（來十二5-11）。

五月，是個溫馨的月份，不僅有春末夏初的晴朗與微

風，更有著對母親表達的濃濃的感謝和愛。藉著對母親的

感謝，讓我們更深的思想神對家庭的心意，好讓母親節不

只是一天的表達與活動，更成為神人之間，家人之間的

「愛的提醒」。教會推動五月成為「家庭月」，讓我們回

到神賜福的起初，將神設立婚姻、建立家庭，與人同在、

同行、同工的美好福份，活在今天的生活裡，成為合神心

意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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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由神設立，教會是基督為神的兒女建立的神的

家，屬神的兒女都盼望那更美的家─天家。這其中有一

個共同的根基─基督。我們將神的話語，作為腳前的

燈、路上的光，使家庭行在神的道上。我們都有一個心

願，就是全家歸主，為此迫切禱告、祈求，也為已經歸主

的家人代求，深願在基督裡家人能彼此接納、饒恕，進入

更親密、和好的關係，一起回應神成為合神心意的家庭，

讓全家一起服事主，為主所用，榮耀祂的名。為此，規劃

了七年的主題，傳遞神對家庭的信息，並推動落實在生活

中的行動，讓信仰活在生活裡，並且成為恩典的記號。

今年是家庭月的第三年，主題是「聖經‧傳家寶」。

在你的生活中一定有許多這樣的經驗：神的話是你傷

心時的安慰，患難中的依靠，被攻擊、誣陷時的堅忍等

候，等待公義時的盼望，喜樂時的讚美⋯⋯或許是小事，

或許是大事，都是那麼的真實，因為神的話是又真又活地

在我們的生活裡，這都是神恩典的記號。

「祢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詩一一

九105）神的話語是我們生命的糧和隨時的幫助，讓我們不

僅個人愛讀經，更藉著家庭祭壇和家庭日的時候，全家一

起背頌、思想神的話，讓神的話成為家人生命、生活共同

的經驗，代代相傳，成為傳家寶。

邀請你─不論已婚、未婚、有兒女、沒兒女─隨手

記下這寶貴的恩典，我們相信恩典會越記錄、越豐富。想

想哪一節經文，在什麼情境裡，曾經對你的影響是什麼？

這就是「神的話與我」的見證，是榮耀神、激勵人的雲

彩，更是你寶貴的「傳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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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月七年計劃　　／家庭團契部

七年一輪，第八年進入新的一輪。主題相同，內容依

當時的需要調整更新，對老會友而言可溫故知新，重新提

醒、重新學習。

主題

家與教會
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
會，真理的柱石和根
基。（提前三15b）

基督在我家
看哪，神的帳幕在人
間。他要與人同住。
（啟二十一3）

傳家寶--聖經
你 的 話 是 我 腳 前 的
燈，是我路上的光。
（詩一一九105）

他不重，他是我的
家人
你們要呼求我，禱告
我，我就應允你們。
（耶二十九12）

親親我的家
使 人 和 睦 的 人 有 福
了！因為他們必稱為
神的兒子。（太五9）

家庭藍圖
以及在你家的教會。
（門一2b）

全家服事
至於我和我家，我們
必 定 事 奉 耶 和 華 。
（書二十四15c）

信息

我家‧神家‧天家

基督是我家之主

神的話語
隨時的幫助

由扶持成全到
全家歸主

由和好進入親密

神對家庭的心意

服事我家到天家

生活

◎家庭祭壇
　每日
　每週

◎平日生活：
　家庭日、約會
◎特殊節日：
　清明中秋春節
　家族感恩聚會

◎全家讀經、分享
　家庭祭壇  家庭日
◎「神的話與我」
　見證短文

◎成為家人的好家人
◎生活見證
◎美好和睦的關係
　為福音舖路

◎了解家人的愛之語
◎按家人的愛之語
　行在他的身上
◎記錄並回應
　被家人所愛的行動

◎全家一起規劃實踐
　回應合神心意的
　家庭藍圖

◎家庭間
　彼此探訪接待扶持
　聯合家庭崇拜
◎接待小組團契聚會
◎全家配搭服事教會

記號

家庭祭壇

家庭日

家庭讀經

為家人禱告

接納饒恕和好

誓約與承諾

開放家庭
服事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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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家庭為中心的事工
—信友堂家庭事工簡介

／家庭團契部

神很恩待信友堂，這裡有神的道可聽，更有神的道可

看。祂不僅顯明在主日的各項活動中，更活化在週間

各團契弟兄姊妹的生活裡。從幼年到嵩年按著生命成長的

階段區分，共有十七個團契，屬於家庭團契部的有五個，

分別為：伉儷、活水、雅斤、恩典和婦女查經團契，除了

婦女查經團契外，其他的都是按著孩子的成長階段來區

分，感謝神的是，依照孩子成長階段的不同，教會也有專

屬於各階段孩子的團契來牧養。

當神把得救的人不斷的加給教會時，一方面我們感

恩，一方面也惶恐牧養的不周全。各團契都認真、用心的

在神的話語上教導、查考，在生活上扶持、代禱，仍無法

作充足的供應。神憐憫，神帶領，讓團契在牧養上的需

要，可以藉著家庭事工來輔助，讓四個家庭團契，在家庭

成長發展階段上的需要，透過家庭事工的協助，經由學習

得到妥適的成長和發展，同時藉家庭事工的協助，讓家庭

團契和各級的學生團契作適當的連結，促進父母與孩子相

互的了解，使親子的關係更親密。家庭事工不涉入兒童、

青少、學青事工，是以家庭為中心來推動和連結，在家庭

成長發展中不可或缺的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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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建立是由婚姻起始，婚姻的結合由男女交往開

始，所以家庭事工就從兩性教育、交友、戀愛著手，這是

婚前教育。進入婚姻成立家庭，不是按照童話版─王子

公主就過著幸福美滿的生活─進行。真實版是，從此兩

人就進入「靈性的操練」。婚姻是需要學習的，因此我們

預備了婚後教育的學習。當孩子來臨時，神的恩典就溢發

的加增，作父母的若不依靠神豐盛的恩典，是寸步難行

的，隨著孩子的成長，有兒童親職和青少親職教育的扶

持，讓父母學習成長，才跟得上孩子的成長，才能按著神

的心意教導、引領、陪伴孩子，走在神的道上，到老也不

偏離。這些都是家庭事工服事的範圍，我們擬定了短、

中、長期的計劃，在神的憐憫和同工的委身下，事工正逐

步的開展、進行，需要你殷切的代禱，也需要你參與服

事，或是參與學習，讓夫妻、親子、家庭在基督裡長進又

蒙福。

以家庭為中心的事工：

所屬團契 適合的階段 階段的狀態、任務和需求 連結事工

伉儷團契 新婚及 夫妻調適、兒童親職 兒童事工

 孩子在國小階段 拼工作、養父母

  扶持 

活水團契 孩子在國中及 夫妻更新、青少親職 青少事工

 高中階段 穩工作、顧父母

  建造 

雅斤團契 孩子在大專及 夫妻重建、青年親職 學青事工

 就業階段 待退休、送父母

  事奉

恩典團契 孩子已就業及 夫妻昇華、經營空巢 社青事工

 成家階段 已退休、顧自己

  堅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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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家庭 事工計畫　／家庭團契部

家 庭 事 工

預防性事工

目標：建立基督化家庭

短

程

婚 前 教 育

基督化家庭

婚前輔導課程

婚前陪伴

PE協談

同工培訓

婚 後 教 育

合神心意的

家庭主日學

婚姻家庭

專題與活動

新婚調適小組

婚後更新小組

夫妻營會

家庭月

兒 童 親 職

兒童親職

主日學課程

親親寶貝

親職專題講座

青 少 親 職

青少年親職

主日學課程

家長禱告會

親職專題講座

中

程

青契交友

戀愛專題

交友戀愛

課程

成為適合的人

營會

兩性教育

溝通營

美滿家庭

同工培訓

親密之旅

課程

小組同工

家庭牧養訓練

家長禱告會

家庭祭壇

親職讀書會

親職性教育

家庭退修會

家庭短宣

寶貝18 變

家庭祭壇

親職讀書會

親職性教育

家庭退修會

家庭短宣

長

程

社區婚姻

教育中心

個人成長課程

靈性成長課程

婚前輔導

衝突夫妻

成長小組

(禱告中)

社區婚姻

教育中心

婚姻美滿課程

晨光時間

資源交流

社區婚姻

教育中心

兒童親職課程

資源交流

社區婚姻

教育中心

青少親職課程

已進行

規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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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話與我

我在祂面前吐露我的苦情，陳說我的患難。（詩一四二

2）

常有人問我倆，如何在二十多年巨大變動與挑戰的宣

教生活中，從暫時失去方向、困惑、孤單的階段中走出

來，恢復定位方向？我們的回答是讀聖經詩篇，並默想

之。因為詩篇的內容可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凡事平順的

禱告，如詩九十八篇；第二類是在失去方向，表達困惑與

挫折的禱告，如詩六十九篇；第三類是恢復定位的禱告，

如詩三十篇。當我們默想這些相應的詩篇，並覺得認同

時，就可以開始向神傾心吐意，有時在祂面前吐露苦情，

陳述患難（詩一四二2）時而向祂感謝，唱新歌，甚至向祂

歡呼，不知不覺地，我們也寫下了個人的詩篇。經驗告訴

我們，這樣的讀禱方式常常啟發了我們的心智，淨化了我

們的情感，並引導我們的意志來信靠順服。─耀皿‧紫

蘭宣教師

不可忘記用愛心接待客旅；因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

不覺就接待了天使。（來十三2）  你們要互相款待，不發怨

言。（彼前四9-10）

往年參與大專青年服事時，每逢暑假或假期，家裡都

是人聲鼎沸，擠滿了短宣訓練的隊員，或是愛湊熱鬧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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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也因自己在國外求學時，曾享受過教會伯伯嬸嬸的慷

慨款待，所以自然仿效之。卸任大專生服事後，家裡突然

冷清不少！

我們幾年前遷入新居時，曾向上帝禱告，希望能提

供樓上studio空間給宣教士短期居住。沒料到，過去三年

來，神都差遣年輕宣教士來我家居住，豐富了我們的家居

生活，也讓小孩們有跨文化學習，練習當小主人。這些接

待經驗，讓我們更珍惜神賜下的家庭。家中的小孩很快就

會長大了，以後會各奔東西。但這些開放家庭的美好回憶

和家庭所重視的價值，能隨時提醒我們全家，主內家庭是

一家親。接待雖然累，但可以學習不發怨言的付出。哪一

天，也會不知不覺就接待了天使！─伉儷團契‧王裕華

長老

你們要給人，就必有給你們的，並且用十足的升斗，連

搖帶按，上尖下流地倒在你們懷裏；因為你們用什麼量器量給

人，也必用什麼量器量給你們。（路六38）

今年教會的主題是「更認識耶穌」。耶穌的降生就是

一個對全人類最偉大的「給」。我們周遭有許多肢體，時

常用不同的方式在「給」：有的用從主而來的愛，「給」

人溫暖和盼望；有的用主所賜的恩賜，「給」人站穩或吃

飽；有的用神的話語「給」人扶持和安慰。

過去我讀這段經文時，常只注意到最後一句話（人用

什麼量器量給彼此），然而這陣子卻不斷聽到「連搖帶

按」，查聖經後才知，原來前半段早已被我遺忘了。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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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提醒，就在何長老主日信息「你們給他們吃吧！」之

後，神把這段經文賜給我，我相信神要我把自己再次地藉

由生活中大大小小的「給」來服事祂──學習全然交託，

學習成為祂愛流動的管道，學習「給」出祂「給」我的，

並領受「給」了神以後才會知道的祝福。─伉儷團契‧

吳怡慧

一句話說得合宜，就如金蘋果在銀網子裡。（箴二十五

11）

我從小是個聽話的孩子，但在成長過程中漸漸變得膽

怯、不敢表達，甚至有口吃的問題。現在我當了爸爸，在

孩子三、四歲的時候，發現他許多事情都不敢嘗試，連一

般小朋友最愛的盪鞦韆他都覺得太危險而不敢玩，因此常

常把「你怎麼這麼膽小」掛在嘴上說他。

上了教會的主日學「親親寶貝」後，提醒我要用另一

種方式來稱讚孩子。有一天在跟孩子一起洗澡時，我跟他

說：「其實你是一個很小心的小朋友」，他聽了以後立刻

表現出對自我的接受與贊同。從此，「膽小」二字再也沒

有對他說出。如今剛滿六歲的他，已經可以和我一起騎騎

腳踏車到碧潭了！感謝主，讓我能夠用欣賞的角度來看神

所賜給我的產業，用合宜的話語來教導孩子。─伉儷團

契‧卜遠程

她堅強，受人敬重，對前途充滿信心。她開口表現智慧，

講話顯示仁慈。她辛勤處理家務，不吃閒飯。她的兒女敬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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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她的丈夫稱讚她。她的丈夫說：「賢慧的女子不少，但你

遠超過她們！」嬌艷是靠不住的，美容是虛幻的，只有敬畏上

主的女子應受讚揚。她所做的事都有價值；她應當公開受讚

揚。（箴三十一25~31）

我的妻子耀分是我看過女子中少有的堅強女性，自從

我們成家後，她時常在身體勞累的狀況面對工作、服事及

家務，坦白說，我卻缺少可以多給她肯定與讚美的恩賜，

但神對她的帶領以及賦予她的專業──兒童及特殊教育上

的恩賜卻如此地明顯而豐富，亦使我們的長子敬亨不管在

生理或品性上皆得到最好的餵養。

然而這幾年耀分在職場上遭遇到同事不當的對待及壓

迫，同時愛子敬亨的身體健康亦出現過敏重症，又要陪我

面對工作及經濟的沈重負擔，然而神鑒察她的心，帶領我

們全家通過這些風雨飄搖的歲月，亦激勵我要重新振作，

要在家庭、工作及教會中不斷地追求生命的更新與永恆的

價值，我要對耀分說：「神的話語與應許何等信實，妳是

我從神而來最美的幫助」！─伉儷團契‧翁元滔

「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

界。」（約十六33b）

迺駿去年四月被診斷罹患直腸癌，而且狀況很不好，

我們頭上有一團死亡、恐懼、不安的低氣壓籠罩，常常覺

得喘不過氣！經過幾天的沈澱，開始思想：「我的心情高

低的原因是什麼？」，知道可能得醫治就開心，被告知壞

消息就沮喪？這的確是「正常」反應，但卻是沒有經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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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的反應，若是如此被病情或環境牽著走，上帝在這過程

中被我放在哪個位子？（可能連位子都沒給祂！）

當耶穌說：「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

我該為了什麼放心？什麼是「勝了世界」？如果我確知迺

駿會被醫治，就好心情、就放心、就得勝？那如果有一天

確定迺駿「沒救了」，那我不就摔進低谷裡，無法自拔？

感謝主，神讓我這有限的人，知道有永生，認識了永恆！

因此對我而言，勝過世界是因為知道永遠家鄉的美好，而

可以決定不貪戀或不陷於這世界暫存的人、事、物，或者

說，不因這世界而錯失那極美好存到永遠的。

希望在這經歷神幫助的過程中，我們能學習哈巴谷的

單單「因救我的神喜樂」！我當然希望迺駿被全然醫治，

我們可以多些日子在地上一起生活、一起服事，陪孩子長

大，但如果不是如此呢？就算有一天真的到了「摔進低

谷，無法自拔」的地步，我相信神也會提拔我，讓我經歷

「因救我的神喜樂」和「勝了世界」的恩典和神蹟。我們

還是會軟弱，情緒還是會起伏，但學習儘快回轉向神，讓

神恩典在我們身上顯大，我們不敢為自己誇口，只能誇主

耶穌的十字架，願神恩待我們，讓因十字架而得的平安在

我們心中幫助我們！─伉儷團契‧葛李旭倫師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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