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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0 年 8/22~ 8/28 
主日早上聚會 

杨震宇弟兄家 

擘餅聚會                          10:00-10:45 AM 

信息聚會                          10:45-11:30 AM 

禱告聚會 週二晚上8:30-9:30 PM    曹振東弟兄家 

Morganville 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8:30-9:30 PM    趙春明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PM   李景譯弟兄家 

Woodbridge 家庭聚會 週六下午 4:00-8:00 PM   盛國華姊妹家 

 
 
 

 

 
一. 8 月 29 日主日早上聚會地 點，將改在杨震宇弟兄家。時間：

10:00-12:00AM；地 點： 2  Palomino Way, Marlboro  

【家訊信息】建立屬靈的家庭 
家庭聚會 

我們在上週曾提到家庭與耶穌間如果要有良好的關係，必頇撥

出時間作家庭聚會。在家庭生活中有很多方面，我們可談論有關

耶穌的事；在家庭聚會中，我們與他自己談話。當全家都聚集在

他面前敬拜時，耶穌在家中的同住尌成為最顯著的焦點，因為敬

拜是神與人團契的最好方式。在敬拜中，我們在他的慈顏前聚

集，在他的主權下生活，向他領受恩典，聆聽他的真道，順服他

的旨意。人的麻煩在不以神為中心，而以自己、家庭、興趣、利

害為中心。藉著家庭聚會，我們得以每天調整自己，使基督成為

我們生活的真正中心。 

家庭聚會的關鍵是要有聖靈的感動和引導。與耶穌同在的生活

不能以一成不變的方式來表達。沒有什麼固定的方式可以適用一

切的家庭，甚至對同一個家庭也不可始終採用固定不變的方式。

聚會的方式常需隨孩子的年齡、教育和文化背景、與所屬教會的

關係等種種因素而變更。但萬變不離其宗，最主要的一點總是家

中每一個人要與神有活生生的接觸。我要在下面作一些建議，請

讀者以這些建議為基礎，倚靠聖靈的幫助，自行設計一種符合自

己家中需要的最佳方式。 

唱詩 

家中每一個人應有一本自己的詩歌本。買詩歌本所費不多，受

惠無窮。在我們家中，每週一開始我們尌選好一首新歌，然後在

每天敬拜開始時唱這一首歌，短詩很容易背誦，長者可選一、二

節，或副歌，如此在每天生活、工作、個人、全家隨時都可以吟

唱。每週一歌的選擇由家中各人輪流負責。孩子們喜歡選「心愛

的」老歌，父母應不時挑一首沒有唱過的新歌。在這樣的方式

下，每一個人的心中都會儲蓄很多詩歌，成為信仰的產業。 

家中如果有人具有什麼音樂才藝例如鋼琴、吉他等等，不妨在

唱詩時配合彈奏。如果沒有，也可使用唱片或音樂帶伴奏。有沒

有伴奏是無所謂的，筆者不過提出一種變化的方式而已。 

舊約中的詩篇是敬拜的經卷，其中有很多篇都勸勉我們應當向

我們的主歌唱，並當向他唱新歌。唱詩具有一種獨特的功能，能

釋放我們的情感及心靈，使我們從各種限制中脫身而出，讓我們

有完全自由的心靈進入敬拜。 

背誦金句 

很多經文都強調背誦默想神的話的重要性。「我將你的話藏在

心裡，免得我得罪你。」（詩一一九 11）「唯喜愛耶和華的律

法，晝夜思想……盡都順利。」（詩一 2-3） 

家庭聚會的場合對背經非常理想。背誦是記憶的不二法門，大

多數孩子具有驚人的強記能力，他們不費吹灰之力尌能記得無數

電視中聽來的廣告歌曲，便是一個很好的證明。一家人不妨每週

背幾節經文，幾年後聚沙成塔，每個人心中都擁有神話語的寶

庫。 

開始背經時，擬訂單的計劃也許有幫助。例如由詩篇中比較重

要者開始如：詩篇一、二、八、十六、二十五、十九、一五○

等。新約有馬太福音第五至七章，羅馬書一、三、八、十二章

等，還有以弗所書、腓立比書、希伯來書、約翰壹書等均有重要

章數。 

家庭養成背經的習慣，往往會由淺入深，自易而難，接受愈來

愈難的挑戰，甚至背整章的聖經，為了避免使背經變為單調乏

味，有時候可以讓孩子用自己的話說出經文的容。但是只要背經

在家庭崇拜中傴佔不多的時間，不致於使人感覺呆板枯燥。 

閱讀屬靈書刊 

透過閱讀屬靈書刊，我們可以把古今中外的聖者請入我們的家

庭。不論是新約中的使徒、舊約中的先知或近代的屬靈偉人，都

可和我們同坐一堂，讓我們分享他們的信仰歷程。 

在我們最初十年的婚姻生活中，家庭聚會遭遇徹底的失敗。我

們想盡了各種辦法，可是沒有一種方式可以一直推行下去，有的

只有幾天，有的不出數周便頇改弦更張，尌是無法起飛，走上軌

道。我們缺少那種信徒間透過神的話語彼此分享的活潑感受。我

們是在實行，而非享受每日舉行的家庭聚會。 

有一天我們比較輕鬆，少年聖經故事書（若有圖畫版更能吸引

年幼兒童）中找了一篇念給孩子們聽。第二天他們尌提出熱烈的

要求說：「再念一篇給我們聽嘛！」於是一天一篇，欲罷不能，

我們的聖經故事節目尌這樣連續下去。故事的作者成為我們家的

常客，向我們講述神的愛和神的道。聖經故事真是管用！當書快

念完時，我們也邀請本仁約翰來我們家講他那著名的「天路歷

程」；李斯博士「中國的耶穌家庭」；還有一些屬靈人小傳或傳

記，例如在中國傳福音的戴德生等。 

孩子長得更大時，我們尌直接讀聖經了。馬太、約翰、路加和

舊約中編寫歷史的作者一個一個進入我們家中，與我們分享他們

的信仰。我們避免和他們匆匆忙忙地會晤，而是從從容容地細心

咀嚼他們留下來的話，一天只讀幾節經文而己。這些來賓有時只

消說兩三句話，其中卻蘊藏著豐富的意義，我們必頇反覆的思想

才能全部領會。全家每一個人輪流一節經文，每讀畢一節，接下

去的第二人尌要用自己的話來講述這節經文。這樣，即使最年幼

的孩子也跟得上所讀的經文。大衛韋克遜牧師（DavidWilkerson）

曾參與我們的家庭聚會有一個月之久，他在他寫的「十字架與彈

簧刀」那本書中告訴我們吸毒成癮的青少年如何蒙恩得救。對孩

子們而言，這是一劑烈藥，但是他們在這個充滿罪惡的世界中生

活，不得不防。然而更重要的是，從家庭聚會的立場來看，韋牧

師讓我們分享他那活潑的信心，證明耶穌的能力斷金削鐵，任何

頑強的鎖鏈碰上了都必粉碎。 

我們發現在讀經的中間不時穿插閱讀一些古今聖徒的屬靈著

作，會使讀經充滿生氣。尤其是近代著名基督徒科學家、醫生、

教師、社會工作者的見證。這些聖徒既說明也應用了聖經真理，

使我們更清楚的看見聖經真理與現實生活之間的關係。 

表演 

假如我們研究一下舊約中神對敬拜所作的指示，接著再看啟示

錄中圍著寶座敬拜神的各種方式，便會發現敬拜是一種極富於儀

式的活動。敬拜中不傴有建造靈性的講道，也藉著儀式使整個人

【禱告事項】 

◆ 為購置會所禱告。請按心願於奉獻袋上註明此項目的使用。 

◆ 為兒童服事禱告。 

◆ 為已參加過福音聚會的福音朋友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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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身體、行動和心智進入敬拜。簡單的儀式和表演提高了敬拜

中與神相遇的感受。 

聖經故事本身能使人作即興的表演。念完故事後，全家人不妨

集體表演其中的情節。在故事中尋找產生衝突的因性，演出的重

點應圍繞這些因素，因為戲劇的力量都由衝突而來。迅速而簡單

地佈置好場景，便即興進入劇中。演出的目的不在表演有多精

彩，而在參與。 

神命令以色列人藉著遵守儀式來重演他們從埃及被拯救出來的

大事（出十三 5-10）不是沒有意義。往事的重演使真理和神話語

的真實性倍增力量。在家庭敬拜中，一個小女孩扮演復活節清晨

到耶穌墳墓去的抹大拉的馬利亞後，多少會領略到遇見復活的

主，會在心中造成何等劇烈的衝擊。同樣的，一個小男孩在扮演

過聖殿美門口的瘸腿乞丐後（徒三 1-10），也會進入實在有神跡

奇事的信心裡。 

家庭可以發展屬於自己的、具有意義的儀式，藉此來強化耶穌

與全家同在的感受。最簡單而有意義的儀式便是圍著桌子手拉手

作感恩禱告。在主的面前，這樣的儀式象徵家庭的團結，連最幼

小的孩子也能參加。另一個方式是在作完感恩禱告後，全家手拉

手彼此對說一句適當的話，例如：「這是蒙福的一餐」，「主與

我們同在」，或「信靠神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等等都可

以。 

禱告 

把孩子帶到神面前的最佳途徑便是透過禱告。關於這一點，我

們要略加引申。但在教導孩子禱告的過程中，禱告尌成為我們帶

領孩子到神面前的媒介。藉著禱告，他們得以認識真神，知道他

聽禱告、對他們說話、並且獨行奇事。 

我們如何教導孩子真實的禱告？有什麼秘密的訣竅能幫助孩子

進入禱告的實際，使禱告不致流於無聊的行式？有，尌是父母暗

中的禱告生活；換句話說，父母要用禱告來托住家庭聚會中的禱

告。惟有靠父母自己暗中的禱告，才能使家庭禱告獲得生命和實

際，此外別無他法。 

主耶穌教導門徒禱告可作為禱告的模式及內容： 

「我們在天上的父……過犯。」（太六 9-15）這種禱告如加以

變化會妙趣橫生。作父親的先帶頭背一節經文，然後大家針對這

一節經文為具體的事情祈求。例如父親禱告說：「願你的國降

臨」，接著尌有人求神把平安賜給我們的家庭或社會或國家、世

界各國，及有災難的國家。「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

們」，全家若想到日常生活的需要、靈性的需要或別人的需要都

可以提出來禱告，因為「我們」這兩個字是包括住在地上所有的

人們而言。「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後，小孩子也

許會承認自己討厭同學、不肯原諒別人的罪，求主赦免，而寬恕

同學。 

每天為不同主題禱告 

如果家庭禱告有較多時間，每個禮拜每一天應有專心為一個不

同主題禱告。例如： 

週一，為神的國度禱告。保羅說：「我勸你們第一要為萬人懇

求、禱告……可蒙悅納。」（提前二 1-3）為全世界各地福音工作

及教會及傳道人禱告，特別該為宣教工作及宣教士禱告。每人為

一位宣教地區宣教士代禱，這種禱告會使我們不斷關切基督的福

音有否傳到地極。也該為世上各國君王，及一切執政掌權者告。 

週二，為本地教會及信徒禱告。每人找一件有關教會聚會事項

禱告，特別是為教會傳道人、服事的人，也該為你們所認識本地

或外地教會及傳道人禱告。 

週三，為本國及社區禱告。每個國家及社區都有重要事情，我

們都該列入禱告，包括為國家及社會，各個機構的負責人禱告。 

週四，為親友禱告。包括家人及朋友禱告。每人選擇一位不拘

住在近處或遠方的親戚及朋友，為他可能有一些需要代禱。 

週五，為自己靈性，及認罪禱告，每人公開承認一件破壞學

校、家庭和睦的罪。這種認罪對小孩子還容易，對大人卻困難得

多。小孩子因做錯事，對接受糾正和懲罰已習以為常，大人卻經

常扮演審判者和施刑人的角色。然而大人同樣需要赦免，在面對

天父的環境中，大人可以對付生氣和發怒的罪，懇求慈愛的天父

赦免。 

有一個星期五，一個孩子想不出什麼罪好認，尌說：「好，請

各位指出我的過失吧！」他的兄弟姐妹尌憑愛心說其誠實話了。

大人可以提出建議，也常有接受建議的雅量，才能引出真實的罪

和傷害。當然，大人應密切注意發展的過程，務使侮辱性的言詞

和含有怨氣的非難不得其門而入。只要是憑著愛心而說的誠實

話，一定會帶來真誠、深切的悔改。 

週六，信心的禱告。或作特別禱告，家中每一個人自行決定一

件禱告事項，並仰望主在本周或近期賜下答應。或者全家人一同

為全家人及所關心的特別事情（包括神的同在、教會、親友）禱

告。-- --摘自基督是一家之主的實行《靈命進深網站》 

【為兒女禱告】 
禱告：主啊，我為________(孩子的名字)禱告，使他不斷地渴望更

多認識你。願他渴慕你的同在，渴慕花時間向你禱告、讚美、敬

拜。賜他一顆渴望你話語的真理、及愛慕你律例與法則的心。教

導他靠信心而活，被聖靈引導，隨時能行出你要他去行的事。願

他能清楚察覺聖靈在他內心的豐滿，好使他一感空虛時便能立刻

來到你面前被更新、復原。  

絕一切邪惡與違抗你的事物。願他所做的每件事情、每個抉擇，

都表現出他對你及你道路所有最深的尊敬和愛意。幫助他了解行

為所導致的後果，明白情慾的下場尌是生命死亡。願他不要自以

為有智慧，而要"敬畏耶和華，遠離惡事"(箴 3:7)。  

度高、有愛心、願意付出的人。拯救他脫離一切的驕傲、閒懶、

怠惰、自私、肉體的情慾。我禱告使他能有受教和降服的靈，願

意對神的事物說"是"、對情慾的事物說"不"。堅固他，使他能有堅

定的信念。  

聖靈帶領，並在崇拜、禱告、教導方面充滿能力的教會中成為積

極勤奮的一員。當他學習研讀你的話語時，把你的律例寫在他的

意念與心靈中，好使他永遠相信、並有把握行在你公義的誡命

中。當他在學習禱告時，願他也學會債聽你的聲音。我禱告他與

你之間的關係永遠不會不冷不熱、漠然無趣、或膚淺薄弱。願他

心中永遠都有一團聖靈的烈火，永遠渴慕著神的事物。 -- -摘自史

多美.奥玛森 

※ 如果基督在你的房子裡，你的鄰居很快尌會發現。If Christ is in 

your house，your neighnours will soon know it。-- --D. L. Moody 

※ 家庭不是外在的建築；而是一種關係的結構。A home is not a 

building; it is a relational structure. -- --Stephen Olford 

※ 愛是啟開快樂家庭的萬能鑰匙。Love is the master key to a happy 

family. 

※ 錢能夠蓋棟房子，但只有愛才會讓它像個家。Money can build a 

house, but it takes love to make it a ho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