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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是二零一九年我为马来西亚卫理公会砂拉越华人年议会年会妇女会写的灵修手册，

题目原为合神心意的家庭。在编写过程中，我本以为要找合神心意的模范家庭是应该

可以在圣经里找到很多，却发现健康家庭或模范家庭根本在圣经里不容易找得着，找

到的却是很多破碎，充满罪恶和痛苦的家庭。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其中一个原因是家

庭本来就不容易和谐。试想想，几个自私自利的罪人住在同一个屋檐底下，要分享共

同的地方和资源；加上各人有自己的性格和爱好，对权力，能力和机会都有很不一样

的看法，如此这般，又怎能在家里和平共处？ 
 

但是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能看到神救赎的大能。一个破碎的家庭让我们看到自己罪恶的

一面，我们是无法自我拯救，靠自己的能力去爱对方，并且要爱上一辈子，这根本是

很艰难的事。但我们的上帝是使无变有的高手，福音的大能带给我们生命翻转，在每

一个看似没有什么盼望的生命里，上帝都给了出路和盼望。一个充满了神爱生命的人

也能在家中活出不一样的生命。 
 

我把灵修手册修改为家庭灵修材料，选用的模式参考“每日活水”，也加上一些英文的

关键字辅助，让每个家庭都可以拿起这本书做家庭礼拜。全家“读”起来，就是全家

一起来读圣经。最后两页附上主祷文和信徒信经，可供参考。 
 

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是经历人的尽头，神的开始的地方。 
 

陈倩明写于诗巫 

二零一九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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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喇合 Rahab：峰回路转的家庭 
 

祷告： 由家庭其中一个成员来祷告 
 

读经：约书亚记 Joshua 2， 希伯来书 Hebrews 11:31 
 

信息分享：可由家庭成员读出或演绎出来 
 

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美地，第一个要攻下的城是坚固的耶利哥城。当时的领袖约书亚

就从什亭打发两个探子去看看敌人的情况。那二位探子到了妓女喇合的家，可惜第一

个晚上身份就曝露，但喇合机智的把他们藏起来，救了他们一命。也藉此机会，要求

以色列人来攻打的时候，恩待她和她的家人，后来历史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真的守约，

在攻陷耶利哥城时，以慈爱诚实对待喇合和她的家人，让他们能存活。 
 

也许我们以为这是故事的结束，但细心研读圣经时，会发现喇合这名字出现在耶稣的

家谱。原来后来喇合嫁给撒门，生下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得氏生俄备得；俄备得生耶

西；耶西生大卫王。（马太 1:5-6）而主耶稣当然是大卫的后裔。其实有不同的圣经学

派认为耶稣的家谱不可能有这样不光彩的女子在里面，于是主张这妓女的意思是开旅

馆的主人。在古代近东，妓女和开旅馆这两个身份也是指同一种人。作為一个旅馆女

主人，需要接待很多外來的旅客和陌生人，在一个异教的世界中，本質上很难维持正

常家庭和保持纯洁。 
 

明白这一点，让我们更了解喇合真是好一个外邦女子，好一个不光彩的职业，却成为

我们救主耶稣的祖宗。一个看来没有什么盼望的家庭，却峰回路转，成为以色列家谱

的一分子。圣经没有更多详细记载喇合后来的事迹，但她选择正确，使自己和自己的

家庭世世代代都蒙上帝的赐福，这是何等美的事。 
 

喇合美好的见证给我们领悟，神能拯救我们、使用我们，而且不看我们的身份、不看

我们过往的罪孽、也不看我们在別人眼中是什么样的人。 
 

分享时间： 
 

1. 上帝看重的是什么样的人？ 
 

2. 在你日常生活中，你需要抓住什么机会吗？在属灵的层面，你有抓住什么的机会吗？ 
 

 

一起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更有信心信靠你 Help me to have faith to trust in you。

奉主耶稣名求阿门。 
 
 

主祷文 The Lord’s prayer：结束家庭灵修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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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 

拉麦 Lamech：强悍悖逆的家庭 
 

祷告： 由家庭其中一个成员来祷告 
 

读经：创世记 Genesis 4：17-24  
 

信息分享：可由家庭成员读出或演绎出来 
 

该隐是人类第一个谋杀犯，把自己的亲弟弟给杀了的人。拉麦是该隐的第五代孙。拉

麦娶了两个妻子，是漠视上帝给的一夫一妻的吩咐，因为上帝的命令是“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又何能三人或四人一体？这些都是顺着情欲而非顺着上帝的诫命去行

的后果。不单如此，拉麦还做了一首“杀人歌”，要两个妻子仔细的听。“壮年人伤我， 

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七十

七倍 。”（创 4：23-24） 
 

拉麦这歌的目的，明显是告诉人们不要惹他，他必会还击。拉麦就像一个暴君。当拉

麦说到，凡杀他的，必遭报七十七倍，却让人联想到马太福音 8：22，主耶稣要我们

原谅别人七十个七次。同是七十七次，却是仇恨苦毒和宽容恩慈的大对比。 
 

圣经记载拉麦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应该还有其他，只是没有记录下来。拉麦的儿子

雅八，是居住帐棚、牧养牲畜的人的鼻祖。雅八的兄弟犹八是所有弹琴吹箫的人的鼻

祖。土八．该隐是打造各种铜铁器具的匠人。拉麦的儿子确实了不起，成为人类各种

生活起居文化的开发人。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当人的生命离开上帝的时候，也会在

行为上以自我为中心，满足自我的欲望。雅八发明了的帐棚、畜牧生活文化，是与上

帝吩咐人类始祖要以耕地养生，遍满地面的命令相违。驯养家畜也就是控制动物的繁

殖，饮食和活动以供人类的使用。犹八发明乐器，古代乐器多为安慰心灵，呼召神明，

提供行军节奏等。人类离开了永生的神，心灵的空虚需要其他东西来填补。土八．该

隐打造各样铜铁利器，这可以是器具，但很多时候是兵器，以保护和攻打别人，成为

人类战争文化的开端。 
 

这一个强悍悖逆的家庭的后代，始终不愿悔改回归创造主，最后在挪亚洪水的时候，

与其他全人类一同灭亡。 
 

分享时间： 
 

1. 你有遇过凶神恶煞的人吗？你如何面对？ 
 

2. 一个人如果要犯罪，通常会给怎样的借口？ 
  

一起祷告：天父，不叫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and deliver us from evil。奉主耶稣名求阿门。 
 

主祷文 The Lord’s  prayer：结束家庭灵修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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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 

约伯一 Job：天降大祸的家庭 
 

祷告： 由家庭其中一个成员来祷告 
 

读经：约伯 Job 1:13-22 
 

信息分享：可由家庭成员读出或演绎出来 
 

约伯在圣经的描述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1:1）。“这人在

东方人中就为至大。”他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孩子们都彼

此关爱，相处融洽。常常互相请客，设摆宴席，吃饭喝酒，快快乐乐的。约伯的家

产很多，牛羊和仆婢不计其数。不单是物质的美好和富足，约伯也是一个非常敬畏

神的人。圣经描述他为孩子献燔祭，因为他恐怕孩子“犯了罪，心中丢弃神。”在

以色列人中，献祭是祭司的职责，其他人都不可以随便拿祭物来献祭，怎么约伯可

以为他的孩子献燔祭呢？原来约伯是活在族长时期的人物，即亚伯拉罕，以撒，雅

各的时期，也就是创世纪的时代。当时，神还没有藉着摩西颁布祭司为宗教领袖的

立例，于是一家之主就担任了祭司的职责，也自然为家庭献祭。 
 

如此一个在经济上、关系上和属灵上看来是美满愉快，近乎完美的家庭就在一场风

暴中毁于一旦。在一天之内，约伯失去了他的一切：牛羊仆婢甚至十个儿女。这真

是一场家庭噩耗。然而在这一切的事情发生后，约伯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

在地上下拜，说 ： “我赤身出於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

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

神为愚妄 （ 或译 ：也不妄评神 ） 。（约伯记 1:20-22）他的举动，表明他对上帝的

信心与忠诚并没有因为灾难而放弃。 
 

分享时间： 
 

1. 在你心中，一个美满的家庭是怎样的？ 如果家庭不能完美，又当如何面对？ 
 

2. 你认为敬畏上帝的大前提是否想要得到上帝给的好处和祝福？为什么？ 
 
 

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生命中的恩典和福气 Thank you for your grace and 

blessings。奉主耶稣名求阿门。 
 
 

主祷文 The Lord’s prayer：结束家庭灵修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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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课 

约伯二 Job：倍增蒙福的家庭 
 

祷告： 由家庭其中一个成员来祷告 
 

读经：约伯 Job 2; 雅各书 James 5:11 
 

信息分享：可由家庭成员读出或演绎出来经文 
 

上一课提到约伯一夜之间丧失了宝贵的一切，这个打击明显已经够大，但约伯并没

有向这个低头。第二章开始，约伯进入了一个苦难更深的境界。上帝容许撒旦攻击

他，以致他全身上下，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此时，约伯的反应是：坐在炉灰中，

拿瓦片刮自己的身体。 
 

过不久，约伯的三个朋友来看他。他们看到约伯如此痛苦，也目瞪口呆，坐在那里

七天七夜，没有人能说一句话。后来终于由第一个朋友以利法开口先说话，也就展

开了与约伯精彩绝伦的三轮对话。 
 

约伯三个朋友的基本论说是认为约伯如此受到严重的打击，一定是在某方面得罪了

上帝，以致上帝把重重的惩罚加于约伯和他家人身上。这其实是古代人的苦难观，

认为上帝是一个赏罚分明的上帝，绝不会无故加害他的子民。但从约伯与他的友人

辩论中，清楚看到约伯并不赞同这样的解读苦难。约伯自认是个直正良善的人，没

有犯了什么罪可以承认的。约伯后来的对话已经变成是自己的独白，他责备他的朋

友无能，不能令人折服。约伯也大胆地质问上帝为何如此待他。 
 

最终神没有直面回答约伯的问题，但却以一轮问题问约伯，展示自己的权力和智慧。

约伯听得哑口无言，最终只能承认上帝的智慧和大能，甘愿让上帝掌权。约伯回答

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42:5） 
 

信心经过试验后，约伯得到上帝给他双倍的祝福。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这是

上帝给约伯人生最后的终结，而上帝也在约伯身上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 
 

分享时间： 

1. 人遇苦难，会有什么原因？ 
 

2. 遇上困难，你会用什么方法去处理？ 
 

一起祷告：天父，帮助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 Help me to encounter you。

奉主耶稣名求阿门。 
 
 

主祷文 The Lord’s prayer：结束家庭灵修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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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课 

挪亚 Noah：与神同行的家庭 
 

祷告： 由家庭其中一个成员来祷告 
 

读经：创世记 Genesis 6：9-22 
 

信息分享：可由家庭成员读出或演绎出来经文 
 

挪亚有三个儿子，闪、含、雅弗，圣经特别提到挪亚是个义人，是当时一个完全人。

挪亚与神同行。挪亚的世代是一个败坏的时代，是全人类在地上所行的都是败坏的。

挪亚却可以在一个全部都是恶人的环境中，保守自己的心，敬虔而活，并且与上帝同

行，这是非常值得我们佩服和学习的地方。 
 

上帝吩咐挪亚去造一艘船，也清楚给了建造船的蓝图和细节。这只大船又名“方舟”，

它的大小是长 133 公尺，宽 22 公尺，高 13 公尺。 方舟上面四周有透光口，高 44 公

寸；方舟的门是开在旁边的。方舟分为上中下三层。根据数字的研究和比较，这方舟

的真体大小及排水量约为铁达尼号（排水量约 5 万 3 千公頓）的五分之三。方舟总的

容积达 40000 立方米，又因方舟有三层，这样不但能稳定船身，也能使其总面积增加

至差不多 8900 平方米。其長度及高度的比例是十比一，这样就算遇上惊涛骇浪，也不

会倾覆。如此一个大工程，只有上帝才是最好的设计者。挪亚一家花了 120 年才建完

这方舟。 
 

上帝与挪亚立约 （创 6：18），吩咐挪亚一家八口和各类动物进方舟，以保存活命。这

一个看来非常不寻常甚至是奇怪的命令，挪亚都遵守了。后来，洪水果然来到，下了

40 昼夜，世上所有的活物都死了，只剩方舟里的八个人和各种动物飞鸟昆虫等。他们

也呆在方舟里一年多一点点的时间，才能从方舟出来。出来的第一件事，挪亚筑了一

座坛，拿各样洁净的牲畜和飞禽，献给耶和华作为燔祭。 
 

上帝用彩虹与人类立约，必不再击杀各样的活物。大地尚存之日，播种、收割，寒暑、

冬夏、白昼和黑夜必然循环不息。（创 8：20-22）上帝“闻那馨香之气”心就悦纳，也

可以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表示上帝已悦纳祂儿女对祂的敬拜。“那馨香之气”  也豫表

着将来信徒因着认识基督，而向神有奉献的表示时，就叫我们身上带着基督馨香之气 

(林后 2：14-15)，使神的心得着满足。 
 

分享时间： 

1. 假如上帝给你一个艰难的任务，你愿意行吗？为什么？ 
 

2. 上帝与人类立的约是一个怎样的约（创 8：20-22）？有实现吗？ 
 

一起祷告：天父，请悦纳我们向你的敬拜 May you be pleased with our worship。奉主耶

稣名求阿门。 
 

主祷文 The Lord’s prayer：结束家庭灵修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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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课 

亚伯拉罕一 Abraham：有钱无子的家庭 
 

祷告： 由家庭其中一个成员来祷告 
 

读经：创 Genesis 12：1-9 
 

信息分享：可由家庭成员读出或演绎出来  
 

上帝吩咐亚伯兰离开他的本族，父家，去上帝指示他要去的地方。上帝要使亚伯兰成

为大国，要赐福给他，叫他的名为大；他必叫别人得福，为他祝福的，上帝必赐福与

他；诅咒他的，上帝也会诅咒他；地上的万族要因亚伯兰得福。 
 

亚伯兰对于这个呼召没有什么的反抗或异议，圣经只记载他回应的一句话， “亚伯兰

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创 12:4）这一句话看似简单，其实并不简单。亚伯兰

当时已 75 岁，他拥有一个富裕的家庭，有很多财物，人口，牲畜等，要离开自己本族

本家就等同连根拔起，像今天的移民一般，在学习和适应上都不容易。虽然不容易，

亚伯兰还是出发了，而且不是自己一家去，还带着他的侄儿罗得，连同所有的财物，

一并出发，浩浩荡荡的离开，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的。后来经过示剑，

耶和华向他显现，告诉亚伯兰必赐这地给他的子子孙孙，亚伯兰回应上帝，筑了一座

坛。随后也在其他地方筑坛，求告耶和华的名。 
 

从现在的观点来看，亚伯兰是一个什么都富足，没有缺乏的人。他与上帝的关系也非

常好，对上帝有极大的信心。上帝在万人中拣选他，与他立约，要赐福给他。他的财

物很多，家里仆婢也是好助手，也有一位众人公认漂亮的妻子。 
 

对一个家庭来说，他有任何人都羡慕的东西。可惜，亚伯兰有一样东西没有，他没有

儿子，不单没有儿子，连后代也没有一个。 不晓得在夜阑人静的时候，亚伯兰会否揪

着心的难过，看着自己的一切，怀疑上帝为何说要赐福给他的后裔，但他连一个后裔

都没有，有没有可能上帝搞错了？ 
 

分享时间： 
 

1. 分享你离乡背井的经历。 
 

2. 你生命最渴望的是什么？已经得到了吗？你认为要如何满足这些渴望？ 
 
 

一起祷告：天父，让我生命中最渴望的就是你 Help me to long for you in my life。奉主

耶稣名求阿门。 
 
 

主祷文 The Lord’s prayer：结束家庭灵修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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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课 

亚伯拉罕二 Abraham：妾氏代孕的家庭 
 

祷告： 由家庭其中一个成员来祷告 
 

读经：创世记 Genesis 16 
 

信息分享：可由家庭成员读出或演绎出来  
 

上文提到在创十二章，耶和华上帝与亚伯兰立约，要赐给他、国和福。到了十五章，

从亚伯兰与上帝的一段对话中，看到亚伯兰开始认真思考这个约的关键是他需要有一

个后代，但因为亚伯兰并无儿子，于是他问上帝是否就是他家中的佣人成为产业的继

承人。但耶和华上帝表明只有从他而出的才能承受这约，上帝还带亚伯兰去到外头，

看满天星星的天空，告诉他的后代必如星星那样繁多，无法数算。 
 

这样的说法，在人的逻辑里是不行通的。连一个儿子都没有，何来众多的后代。但圣

经记载亚伯兰的一句话，“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创世记 15:6）

亚伯兰是相信这不可能的事，但有人想到另外一个办法。亚伯兰的妻子撒莱想到自己

不能生育，于是给她的婢女夏甲，叫亚伯兰与她同房，也许可以从她身上得一个儿子。

古时婢女是没有地位的，只听从她主人的使唤。后来夏甲就怀孕，生了以实玛利。 
 

今天很多婚姻的不和与不忠已经不是因着这些原因，纵然是因着这样的原因，人为的

方法带来的结果还是充满了苦毒和纠纷。十六章记载撒莱受不了夏甲怀孕得宠的态度，

把夏甲赶出去。夏甲在路上遇到上帝的使者，吩咐她回去继续听从撒莱她主人的话。

然而，上帝还是在转角处赐予恩典。 又说：“我必使你的后代多得不可胜数。” 接着又

说：“你现在怀了孕，将来会生一个男孩，你要给他取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已经

听见你痛苦的哀声。” 夏甲称对她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上帝”，她说：“我竟然

在这里看见了看顾我的上帝。” （创 16：10-13） 
 

分享时间： 
 

1. 你认为今天婚姻的问题主要原因是什么？ 
 

2. 亚伯拉罕给你怎样的信心榜样？ 
 

一起祷告：天父，帮助我学习亚伯拉罕的信心 Please give me an added measure of faith。

奉主耶稣名求阿门。 
 

主祷文 The Lord’s prayer：结束家庭灵修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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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课 

亚伯拉罕三 Abraham：献上儿子的家庭 
 

祷告： 由家庭其中一个成员来祷告 
 

读经：创世记 Genesis 22:1-19 
 

信息分享：可由家庭成员读出或演绎出来  
 

如果说二十五年的等待已经是很大的信心考验，那接下来上帝对亚伯拉罕的要求更是

超出多倍。 
 

上帝要求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上帝说：“带着你的儿子，你的独生子，你疼爱的以撒

前往摩利亚，在我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创 22:2）一个得来不易的儿子，一

个应许的儿子，现在上帝却要亚伯拉罕把他杀了，当作燔祭献上。这在人看来是毫无

理由的，但亚伯拉罕还是听从，带着以撒前往摩利亚，预备上山献祭。当以撒问起献

祭的羊羔时，亚伯拉罕只是说上帝会预备，他没法子开口告诉以撒他就是要献祭的羊

羔。当然后来圣经告诉我们，上帝阻止亚伯拉罕伤害以撒，上帝真的预备了一只两角

扣在稠密的小树中的公羊为献祭的动物，代替了以撒。 
 

这一件非同小可的事，亚伯拉罕的信心经过极大的考验后，上帝再一次从天上呼唤亚

伯拉罕。上帝凭自己向亚伯拉罕起誓，说 “ 我必赐福给你，使你的后裔多如天上的星

和海边的沙。你的后裔必占领仇敌的城池， 天下万国必因你的后裔而蒙福，因为你听

从了我的话。（创 22: 17，18） 
 

当亚伯拉罕拿起刀来要杀以撒时，他心里想什么？创世记的记载没有很清楚说明，但

在新约的希伯来书就写着， “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 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

的儿子来。（希伯来书 11:19）亚伯拉罕是定了主意要下手，只是他深信上帝的应许没

错，如果以撒死了，上帝会叫他从死里复活。这样的信心，这样的信靠，无疑是信心

之父，是多国之父。 
 

分享时间： 
 

1. 在你生命中什么人或什么事是你最宝贝，最疼惜，最不舍的？ 
 

2. 你生命或家里经历了什么大事，让你看到上帝奇妙的带领？请分享。 
 

一起祷告：天父，帮助我愿意为你献上自己最爱的 Help me to be willing to surrender all。

奉主耶稣名求阿门。 
 

主祷文 The Lord’s prayer：结束家庭灵修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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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课 

罗得 Lot：乱伦悲惨的家庭 
 

祷告： 由家庭其中一个成员来祷告 
 

读经：创世记 Genesis 19:30-38 
 

信息分享：可由家庭成员读出或演绎出来 
 

罗得是亚伯拉罕的侄儿，两人的家族渐渐壮大，地容纳不了他们的牛群、羊群和帐篷，

于是需要分开。（参创 13）罗得选择了整个约旦河平原，远至琐珥，水源充足。那个

地方在还没有毁灭之前，好像耶和华的伊甸园那样美好。于是“ 亚伯兰住在迦南，罗

得则住在平原的城邑里，并渐渐把帐篷迁移到所多玛附近。所多玛人极其邪恶，在耶

和华眼中罪恶滔天。”（创 13：12-13） 
 

罗得渐渐搬到所多玛，从远到近，不知不觉住进了罪恶之城。罗得是个义人（彼得后

书 2：6-8），当上帝毁灭所多玛和蛾摩拉时，全城人都死了，只剩罗得和他的两个女儿

还有活命。他们父女三人逃到琐珥以外的山洞，住在那里。罗得的女儿在罪恶之城长

大，对罪习以为常，也没有什么道德伦理和社会规范，她们以自己不能生养孩子为前

提，于是就想了一个邪恶的办法。她们使父亲喝酒，待他喝醉了，就进去与他同寝，

从父亲那里得到后代，也就是乱伦的孩子。 
 

“这样，罗得的两个女儿都从父亲怀了孕。大女儿生了一个儿子，给他取名叫摩押，他

是今天摩押人的祖先。小女儿也生了一个儿子，给他取名叫便·亚米，他是今天亚扪

人的祖先。”（创 19:36-38）历史告诉我们，摩押人和亚们人一直都是与以色列人对抗

的，而上帝也特别吩咐他们不可以进入以色列人的聚会（申命记 23：3-6）。他们的名

字也代表了上帝的敌人（以赛亚书 25：10）。 
 

如今亚们人和摩押人已在历史的红尘中找不着了， 纵然如此，上帝的恩典还能在转角

处找着。摩押人和亚们人虽然有不好的名声，耶稣的家谱中却出现了一个摩押女子，

就是路得。路得家庭的故事，将在另一篇叙述。 
 

分享时间： 
 

1. 在你的生活环境中，如何面对不良的环境？ 
 

2. 人生是一连串的选择。我们可以选择向善，亲近上帝，也可以选择肉体情欲，

享受罪中之乐。请分享你的挣扎。 
 

一起祷告：天父，帮助我选择向善，亲近你 Help me to choose right from wrong。奉主

耶稣名求阿门。 
 

主祷文 The Lord’s prayer：结束家庭灵修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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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课 

以撒 Isaac：偏爱儿女的家庭 
 

祷告： 由家庭其中一个成员来祷告 
 

读经：创世记 Genesis 25：19-26 
 

信息分享：可由家庭成员读出或演绎出来 
 

以撒的生平有很多可取的地方，比如他在年少的时候，就乖乖顺服父亲到山上献祭，

也甘愿差一点成为献祭的羔羊。他对妻子的忠贞，在多妻的文化环境里，并没有影响

他，他还是对妻子绝对专一。以撒不与人争斗，他命仆人重新挖掘其父亲亚伯拉罕留

下来的井，結果被非利士人用石头塞住，不能用。以撒也没有与对方爭鬧，他前後三

次让步，直到对方不来抢为止。 
 

也许是因为这种内向，寻求和平，不与人争闹的性格，以撒却特别宠爱那与他个性相

反的大儿子以扫。 以扫爱在外面的活动，大概是整天到晚都不愿意回家的孩子。小儿

子雅各却不一样，他为人安静，喜欢呆在帐棚里，深得其母亲的宠爱。“ 孩子们渐渐

长大，以扫擅长狩猎，常在田野活动；雅各生来安静，喜欢待在家里。  以撒疼爱以扫，

因为他喜欢吃以扫带回来的猎物，利百加却疼爱雅各。”（创 25:27,28） 

 

以撒和利百家，起初各自疼爱一个孩子，一人一个，看来没有什么的不好。但偏爱儿

女的家庭，其实是为自己的家种下了苦毒的根。儿女因为各自有父亲或母亲在背后做

靠山，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会变得紧张，轻者可能是在家里吵嘴，严重的就是欺骗和

夺取别人应得的东西。又因为有父母撑腰，父母也会为自己喜爱的孩子说话，家就容

易变为战场，最终悲惨收场。 

 

雅各起初骗了哥哥长子的名分，后来更是听从母亲的怂恿，伪装成哥哥以扫，欺骗年

老双目失明的父亲以撒，夺了原本要给哥哥的祝福，使哥哥恨得要杀他。而这个原本

四个人的美好家庭，却四分五裂，雅各甚至要离开家逃命。 离家后再回家，已是二十

年之后的事，而年少离家的雅各，再也没有机会看到爱他疼他的母亲。 

 
分享时间： 

 
1. 如何知道自己是否有偏爱子女？ 

 

2. 你从以撒身上学到什么正面的功课？ 

 

一起祷告：天父，帮助我选择心存正直不偏心 Help me to be fair and just。奉主

耶稣名求阿门。 

 

 
主祷文 The Lord’s prayer：结束家庭灵修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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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课 

雅各 Jacob：争斗不完的家庭 
 

祷告： 由家庭其中一个成员来祷告 
 

读经：创世记 Genesis 32 
 

信息分享：可由家庭成员读出或演绎出来 
 

创世记用了十一章来叙述起初创造的事迹，用十四章说明上帝拣选与亚伯拉罕，与他

立约，接下了的大部分篇章就是讲述两个人，一个是雅各，另一个的约瑟。 
 

雅各在母腹中就与哥哥以扫争斗，不能比哥哥先出来，就拼命抓住他的脚跟出来（创

25：25）。所以雅各的名字意思为“抓”。而他的一生也因着欺骗父亲，夺取父亲本来

要给哥哥的祝福而改变。 雅各听从母亲（又是母亲的计谋）去舅父的家躲避一下，天

真的以为过不久就可以回家，等哥哥以扫的气消了就可以。但雅各在舅父拉班的家里

却遇上了他一生的最爱，拉结。为了拉结，雅各开始在舅父家里做雇工，一做七年，

以为可以娶到拉结，却被舅父欺骗，把另一个女儿，利亚，给他。雅各在他生平里，

遇上了另一个大骗子。无计可施，雅各为了娶到拉结，答应舅父再做七年工。  
 

时光一晃二十年，雅各要回到自己的父家，有两个大难关要过。第一是舅父拉班要肯

放人。第二是哥哥要肯饶恕他，他才有可能继续往前行。当拉班发现雅各偷跑，他带

着族人去追了七天，赶到雅各那里，上帝却保护雅各，不许拉班伤害他。“当天晚上，

上帝在梦中对亚兰人拉班说：你要当心，不可对雅各多说什么。”（创 31：24）。 第一

个难关过来，第二个更可怕，要面对那想杀他的哥哥。这回雅各怕得要命，知道不能

靠自己了，于是求告上帝，与上帝摔跤，硬要上帝祝福他，不然不放开。 “但雅各说：

‘你不祝福我，我就不让你走。’ 那人问道：‘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雅各。’ 

那人说：‘你以后不要再叫雅各了，你要叫以色列，因为你跟上帝和人角力都得胜了。’”

（创 32：26-28） 
 

雅各的家庭是争斗的家庭，雅各自己与人与神斗争，雅各的妻子互相斗争，为了要争

宠，雅各的孩子互相斗争，因为老爸偏心，最疼爱小儿约瑟，后来哥哥们看不顺眼，

把约瑟卖掉，却欺骗父亲，约瑟是被野兽撕裂。 
 

分享时间： 
 

1. 在你生命中有否曽经忘记上帝，离开上帝的时候？请分享。 
 

2. 雅各靠上帝过了生命的两大关。你的生命现正面临什么关卡吗？ 
 

一起祷告：天父，帮助我不要忘记你是掌管我生命的主 You are the Sovereign Lord。奉

主耶稣名求阿门。 
 

主祷文 The Lord’s prayer：结束家庭灵修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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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课 

犹大 Judah：君王而出的家庭 
 

祷告： 由家庭其中一个成员来祷告 
 

读经：创世记 Genesis 38 
 

信息分享：可由家庭成员读出或演绎出来 
 

犹大是雅各（以色列）十二个儿子中的第四位，其母亲为利亚。犹大长大后结婚生子，

也有了自己的家庭。细心查阅圣经，犹大的家庭竟有一个不光彩的起源。犹大娶了一

个外邦女子，是迦南人书亚的女儿。他有三个儿子：珥、俄南和示拉。犹大给他的长

子珥讨妻，这女子名叫她玛。但“耶和华见珥行为邪恶，就取走了他的性命。”（创 38：

7）圣经没有解释是什么的邪恶，但一定是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才会使上帝取走他的

性命。一个这样坏的儿子没有了，也没有留下后代，于是根据当时犹太人的传统，家

里的兄弟要娶那遗孀，好让死去的兄弟能留有后代。 
 

于是，犹大把他的媳妇，她玛，给第二个儿子，吩咐俄南尽做弟弟的本分，好替哥哥

传宗接代。但“ 耶和华见俄南行为邪恶，就取走了他的性命。”（创 38：9，10）犹大

这个家可是悲惨，一连两个作恶的儿子都死了，到了第三个儿子，犹大不肯给她玛，

也许是怕她是丈夫克星，每一个男人到她手中都死了。可是，犹大却不知道其实不是

她媳妇的问题，是他儿子的问题。 
 

多年以后，第三个儿子也都长大成人了，犹大也没有打算给她玛，于是她玛决定为自

己做一件事。她知道她的家翁会去找妓女，于是她装扮成妓女，为要从他们的家族中

得到后代。历史告诉我们，犹大从她玛得一双胞胎，法勒斯和谢拉。当犹大知道自己

犯了如此不光彩的罪过时，他承认“她（她玛）比我更有理，因为我没有让示拉娶她。”

（创 38：26） 
 

犹大虽有如此不光彩的家庭，却是以色列支派中常被称为“犹大的狮子”，“狮子” 代

表刚强、勇敢和领袖，而从他支派而出的有大卫王，主耶稣也是这支派的后人。 
 

分享时间： 
 

1. 有说“英雄莫问出处”，如何用在犹大身上？ 
 

2. 上帝的恩典很多，可以放纵自己的情欲去犯罪吗？为什么？ 
 

一起祷告：天父，帮助我不要忘记你是圣洁烈火的神 You are God of consuming fire，是

轻慢不得的。奉主耶稣名求阿门。 
 

主祷文 The Lord’s prayer：结束家庭灵修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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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课 

约瑟 Joseph：两份产业的家庭 
 

祷告： 由家庭其中一个成员来祷告 
 

读经：创世记 Genesis 48:1-9 
 

信息分享：可由家庭成员读出或演绎出来 
 

约瑟自己本身的家庭很简单，圣经记载他有一个妻子，是安城的祭司波提非拉的女儿

亚西纳，他也有两个儿子，名叫玛拿西和以法莲。但看约瑟这个双倍蒙福的家庭一定

要回去看约瑟的原生家庭。  
 

约瑟是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中的第十一个儿子，约瑟是雅各一生最爱的女人拉结为他生

的，也许因为这个缘故，雅各偏爱约瑟。当约瑟还是年少时，一日，约瑟听从父亲的

吩咐，出去找哥哥们回来，因为哥哥们去了放牧久了， 身为父亲的雅各开始担心起来，

希望他们平安回来。哥哥们素来讨厌和妒忌这个弟弟，于是就抓住这个机会把约瑟当

奴隶卖给骆驼商家。约瑟后来被冤枉，无辜的被下到监里，却原来是上帝要救拔他的

地方。后来因为约瑟能够为法老解梦，于是法老派约瑟治理埃及全地，预备迎接七个

丰收年和七个大饥荒年。那时约瑟年三十岁。而他也开始有了妻儿，一个小小的家庭，

两个儿子。从约瑟为他的儿子命名看见，过去的背叛与伤害，约瑟已经愿意放开心怀，

忘记过去的痛苦。（创 41：51-52） 
 

七年丰年果真到来，随后接着就是荒年的到来。约瑟的兄弟因没有粮食，于是被迫去

埃及买粮。过了十多年，约瑟的哥哥们再见约瑟大宰相时，已经不认得约瑟，但约瑟

却一眼认出那些把他当奴隶卖掉的哥哥们。几次交锋，约瑟终于与哥哥们相认，后来

也把老父亲雅各带到埃及来，以逃避还有几年的饥荒。 
 

雅各临终前给他的十二个儿子一一的祝福，而约瑟却有的双份，因为他的两个儿子是

与雅各的儿子并列。日后当提到以色列的十二支派，约瑟的名字是被他的两个儿子取

代，一个支派叫玛拿西，一个叫以法莲。 
 

分享时间： 
 

1. 向每一位家人说出一件感谢对方为你做的事。 
 

2. 谈谈你可以如何为这家付出。 
 

一起祷告：天父，帮助我愿意爱我的家人，因为你先爱我 Help me to love my family 

members。奉主耶稣名求阿门。 
 

主祷文 The Lord’s prayer：结束家庭灵修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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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课 
 

约基别 Jochebed：人才辈出的家庭 
 

祷告： 由家庭其中一个成员来祷告 
 

读经：出埃及记 Exodus 2：1-10 
 

信息分享：可由家庭成员读出或演绎出来 
 

约基别这个名字，对很多人来说可能会感到陌生。她，只是在古代以色列众多妇女中

其中一个平凡的女人，一个平凡的母亲。但如果提到她的儿女，就无人不晓。约基别

是米利暗、亚伦和摩西的母亲。 
 

约基别生在一个动荡不安，受高度压迫的社会体制下。他们的种族是当时埃及人的奴

隶，不单生活艰苦，连生男生女的权利也被剥削，生下来的男婴要被杀，不可以存活

下来。当她生下摩西后，她拿出无比的勇气，决定不按当时骇人的政策，不杀害男婴，

反而偷偷把他养活。到了三个月，实在无法藏得住一个活泼可爱的婴孩，因为邻居肯

定会知道，也有可能有被人揭发的危险。于是约基别使出她的创意，用当时的蒲草做

了一个篮子，抹上泥巴和沥青，把婴儿放在里面，让他浮在河上。也许有人会捡起来，

至少还会活着的机会。当然历史告诉我们，这一个婴孩后来被埃及王法老的女儿捡到，

决定收养他。约基别与她的儿子只有短暂的分别，很快就把婴孩抱回自己的怀中，还

可收工钱，因为要帮忙法老的女儿乳养这个婴孩。 
 

但是始终已经是属于法老女儿的孩子，断奶之后，小小摩西就要被送进皇宫给法老的

女儿。约基别拿出她的信心和敬虔，在短短两三年的时光，烙印在摩西心里那以色列

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不单只是摩西，约基别的另外两个孩子，

亚伦和米利暗，也同是永垂青史，在以色列的民族中是伟大的英雄人物，亚伦更是大

祭司的第一人。 
 

这一份由母亲给予的属灵的遗产， 成为当代伟人的奠基石，点燃了整个世代，甚至整

个民族。约基别的勇气、创意和信心，在神的手中，成了不朽的传说。 
 

分享时间： 
 

1. 你可以如何培育孩子的灵命成长？ 
 

2. 谈谈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有什么特点。 
 

一起祷告：天父，帮助我把你永远放在我心中的第一位 Help me to set you as my first 

priority。奉主耶稣名求阿门。 
 

主祷文 The Lord’s  prayer：结束家庭灵修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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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课 

摩西 Moses：名人背后的家庭 
 

祷告： 由家庭其中一个成员来祷告 
 

读经：出埃及记 Exodus 2：11-25 
 

信息分享：可由家庭成员读出或演绎出来 
 

摩西从出生到成长，生命都充满了传奇。年少时，在埃及的皇宫长大，被称为法老女

儿的儿子，熟悉一切的学问，但摩西没有忘记他是一个希伯来人，而非埃及人。圣经

记载他长大后有一次，看到一个希伯来人被埃及人打，他看不过眼，把那埃及人打死，

以为自己人会感激他 ，但他们并不接受这个养尊处优的埃及王子，也不认同他是站在

希伯来人一边的。（ 出埃及 2：11-15）发生这事以后，摩西被法老追杀，因为害怕，

就起来逃跑，到 485 公里远的米甸地方去。那年摩西 40 岁（徒 7：23）。到了这么远

的米甸，摩西安心也安家了。他定居在米甸祭司流珥（叶忒罗）的家，帮他放牧，也

娶了祭司的女儿西坡拉为妻。“西坡拉生了一个儿子，摩西给他起名叫革舜，意思说：

因我在外邦作了寄居的.” （出 2：22）摩西是真的打算忘记以前的总总，只专心牧羊，

过着旷野艰苦的游牧生活。 
 

但上帝没有忘记他。 
 

出埃及第三章开始记载上帝呼召摩西，要他回去埃及把以色列人带出来。于是一代伟

人从此而出，那年摩西 80 岁。上帝用 80 年塑造一个合用的器皿，成为不朽的传奇。

如果是从西坡拉的角度来看，原本平静的游牧生活开始产生了巨大的改变。西坡拉的

丈夫变成了大忙人，孩子的爸可能也常常看不到了。但西坡拉还是默默的，甘心的，

帮助丈夫完成上帝在他生命中的呼召。有两处的地方提到西坡拉的事迹： 
 

首先，摩西因为在埃及长大，未受割礼。在回埃及路上，差点被上帝击杀，是西坡拉

立刻为儿子行割礼，以儿子代替摩西，上帝也肯接纳，才饶了摩西一命。（出 5：24-26）

其次，  出埃及记第四章到第十八章之间，摩西已经打发了妻儿回岳父家，所以十八章

记载着来拜访摩西。起初回去可能是基于安全的理由，这章中也提到摩西的次子，以

利以谢，意思是“我的神帮助我”，见证摩西明白他能够完成神的使命是在乎神的能力。 
 

分享时间： 
 

1. 你如何回应上帝对你的呼召？ 
 

2. 你有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的经历吗？感受如何？ 
  

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没有忘记我 Thank you for always remembering me。奉主耶稣

名求阿门。 
 

主祷文 The Lord’s  prayer：结束家庭灵修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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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课 

亚伦 Aaron：蒙神拣选的家庭 
 

祷告： 由家庭其中一个成员来祷告 
 

读经：利未记 Leviticus 10  
 

信息分享：可由家庭成员读出或演绎出来 
 

亚伦有四个儿子，分别为拿答、亚比户、以利亚撒和以他玛，他们都是受膏的祭司，

是根据摩西的吩咐，叫他们承接圣职供祭司职分的。一个原本美好，全家事奉主的家

庭却发生了一件可悲的事。“亚伦的儿子拿答、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

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凡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

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 （利 10:1-2） 
 

“凡火”就是普通的火。不是从燔祭坛上取下来的，燔祭坛的火是神亲自点燃的，因

此而成为圣。“自己的香炉”就是香坛以外的物件，神早已规定这些香只能烧在香坛上，

不能在香坛以外。 亚伦的两个儿子拿答和亚比户刚刚被膏立为祭司，在神面前代表以

色列人献上敬拜。他们对上帝的吩咐不可能不知道，也不可能不清楚，但他们还是用

自己喜欢的方法去献上。本质上他们是藐视神的权威，轻看神的吩咐和律法。 
 

这样看来，亚伦的两个儿子把不圣洁的物充当为圣洁的物献给神是极为严重的事，這

对刚刚进入历史新时代的以色列民十分重要，他们要明白何为圣，何为俗；何为洁净，

为不洁（利 10：10）。摩西向亚伦解释说，“ 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

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 亚伦就默默不言。” （利未 1:3）身为父亲又是

大祭司的亚伦，目睹两个儿子在众人面前被上帝当场击杀，死的时候还是穿着祭司的

衣服，这是何等大的打击。圣经记载亚伦的回应是“默默不言”, 这字义的表达是强忍

着不发一点声音，也有其他译本翻译为“心被刺透”。亚伦强忍着心中的悲伤，虽然心

如被利剑刺穿般，但为了顺服上帝荣耀的彰显，还是顺服上帝。 
 

然而，上帝的恩典还是富足的，亚伦尊重上帝过于他的儿子，他的一生和他的子子孙

孙，都成为上帝君尊的祭司，一生事奉神。 
 

分享时间： 
 

1. 谈谈你参加崇拜的态度，有何需要改进？ 
 

2.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否把圣洁与不洁的掺在一起？试举例。 
 

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敬畏你因你是圣洁的上帝 You are the Holy God。奉主耶稣名求

阿门。 
 

主祷文 The Lord’s  prayer：结束家庭灵修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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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课 

拿俄米一 Naomi：从甜到苦的家庭 
 

祷告： 由家庭其中一个成员来祷告 
 

读经：路得记 Ruth 1  
 

信息分享：可由家庭成员读出或演绎出来 
 

拿俄米是一个犹大女子，年轻的时候，结婚生子。后来那地方发生饥荒，一家四口就

从犹大伯利恒迁到摩押地。不幸的，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去世，虽成了寡妇，但还

好有两个儿子，相依为命，日子还算过得去。渐渐的，两个儿子也长大了，他们虽是

犹大人，但是在摩押地方成长，习惯了当地的风土人情，也爱上了当地的摩押姑娘。

圣经明明吩咐犹大人要谨慎遵行上帝的话，不可娶外邦女子为妻，但看来以利以勒的

家庭已经没有非常坚守神的诫命，也许是生活逼人，环境的影响，人的心不知不觉地

远离了上帝，也忘了上帝的诫命和吩咐。 
 

虽然以利以勒去世，但拿俄米还有两个儿子和媳妇，就打算继续生活，可惜这盼望转

眼即逝，两个娶妻的儿子分别去世。一个已经是没有丈夫的拿俄米，如今连世上仅有

的两个宝贝孩子也分别离开世界。在当时农业的社会，以男性为主导，家中的女人都

得靠家中的男人才能有粮食， 而没有儿子的寡妇更是寡妇中最可怜的。拿俄米在一个

别国的土地，没有家属亲人在身旁，没有人能照顾她们。 
 

三个没有儿女的寡妇同住一室，只剩下悲惨两个字。 
 

于是拿俄米决定回去犹大地。在路途中，拿俄米劝她的媳妇回去自己的父家，因为跟

着她实在没有什么盼望。后来，俄耳巴回去了，只有路得誓死跟随。拿俄米和她的媳

妇路得到了伯利恒，全城都轰动起来，没有见面十年的拿俄米竟是空手回来，没有丈

夫和儿子，只剩得一个外邦媳妇。拿俄米说自己的名字不再是愉悦，叫她玛拉好了。

玛拉是苦的意思，因为上帝叫她在外地吃尽苦头。“我满满地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地

回来。”（路得 1：21） 
 

分享时间： 
 

1. 你认为上帝真的不爱拿俄米，使她空空地回来吗？为什么？ 
 

2. 我们应如何确保自己和家人不会失落，忘记对上帝起初的爱心？ 
  

一起祷告：天父，提醒我不要不知不觉地远离你 Do not go far from you。奉主耶稣名求

阿门。 
 

主祷文 The Lord’s  prayer：结束家庭灵修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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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课 

拿俄米二 Naomi：从苦到甜的家庭 
 

祷告： 由家庭其中一个成员来祷告 
 

读经：路得记 Ruth 2  
 

信息分享：可由家庭成员读出或演绎出来 
 

拿俄米带着路得回到家乡，安顿下来后，总得要出来找生计。拿俄米回到伯利恒，正

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成熟的大麦是耶和华赐福的象征。于是路得主动的说，“容我往

田间去 ，我蒙谁的恩， 就在谁的身後拾取麦穗。”（路得记 2：2）上帝是能够把很多

看来不可能的事情凑在一起的高手。 接下来的事情，看似是一连串的巧合，却是上帝

精心的引导。路得“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波阿斯正从伯利

恒来”，注意到路得。 
 

波阿斯对路得施恩，吩咐他的仆人对她特别好，让她在田间拾取麦穗，并得到丰硕的

收获。而路得也非常勤劳，每天都在田间拾穗。 从收割大麦到收割小麦，前后约有三

个月的时间。这三个月的日子，上帝要在他的时间里成就大事。 
 

摩西律法规定，以色列人要是因贫困而卖了身或卖了祖传的田产，他的近亲（购赎者）

可以为他赎身（利 25：47-54），或者把卖掉的祖业买回来（利 25：25-27）。波阿斯是

拿俄米本族的人，是一个有买赎权的近亲。路得记第四章的开始是波阿斯在城门口，

与那位比他自己本人更有权买赎的近亲交谈，那人放弃了买赎的权利和义务，就让波

阿斯买赎。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得为妻，生俄备得，俄备得生耶西，耶西生大卫。一代

君王从这一个摩押女子而出。 
 

拿俄米的家庭，因为上帝借着波阿斯的救赎，不再痛苦，由苦变甜，正如妇女们对拿

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天没有断绝你有买赎权的近亲，愿他在以色

列中扬名。 他必苏醒你的生命，养你的老，因为他是爱你的媳妇所生的；有她比有七

个儿子更好。” （路得 4：14，15 新译本） 
 

分享时间： 
 

1. 你有离开上帝的经历吗？请分享。 
 

2. 施比受更为有福，你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实行这真理？ 
  

一起祷告：天父，帮助我常以恩慈待人 Be kind to others。奉主耶稣名求阿门。 
 

主祷文 The Lord’s  prayer：结束家庭灵修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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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课 

底波拉 Deborah: 女中豪杰的家庭 
 

祷告： 由家庭其中一个成员来祷告 
 

读经：士师记 Judges 4 
 

信息分享：可由家庭成员读出或演绎出来 
 

在士师时代，以色列人一次又一次的离弃上帝，却一次又一次的蒙上帝的拯救。士师

记第四章记载上帝造了一件奇事。上帝这次不兴起男人，却兴起“弱势性别”的一员，

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圣经并没有记载太多关于她的家庭，

但却描述底波拉坐在以法莲山地拉玛和伯特利中间，在底波拉的棕树下审理理众人的

诉讼和判断。这棵棕树名为底波拉的棕树，可见底波拉常在那里，等于现在人的办公

室咯。底波拉可称为圣经记载的第一位司法官。她和其他士师不同的地方，就是她並

不是用武力去解救以色列人，乃是上帝忠实的代言人，传达上帝的命令。 
 

上帝吩咐底波拉去呼召巴拉，率领一万人出来打仗，上帝必把耶宾的将军西西拉和他

的全军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但巴拉看来对这个命令非常害怕，按着常理，是没有可

能胜过西西拉的，于是巴拉要求底波拉同去。底波拉虽然同意与巴拉同去，但却预言

说，西西拉必不倒在巴拉的刀下，乃是倒在一个妇人家的脚下。 
 

后来事情果然按底 波拉所说的一一应验，“神就在那一天，在以色列人面前，制伏了

迦南王耶宾。 以色列人的势力日渐强盛，胜过迦南王耶宾，终于把迦南王耶宾除灭。”

（士师记 4：23，24）。底波拉愿意顺服上帝的召命，领导以色列人，“ 作以色列的母”

（士师记 5：7）。大敌西西拉铲除后，以色列国中太平四十年。 
 

我们可以从底波拉身上学到几个功课：1. 她与上帝的关系亲密，她明白上帝的心意，

也愿意听从上帝的吩咐。2. 以色列人得胜后，她歌颂赞美神，把荣耀全归给神。 3. 她

凭上帝的公义判断以色列人，不是自己的情绪和喜好。 4. 她不畏惧艰难，与巴拉战队

勇往直前。 
 

分享时间： 
 

1. 你认为男女在上帝眼中有什么分别？ 
 

2. 请分享你从底波拉身上学到的一个功课。 
  

一起祷告：天父，帮助我不怕艰难，乐意顺服你的旨意 Willing to endure hardship。奉

主耶稣名求阿门。 
 

主祷文 The Lord’s  prayer：结束家庭灵修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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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课 

耶弗他 Jephthah： 悲情英雄的家庭 
 

祷告： 由家庭其中一个成员来祷告 
 

读经：士师记 Judges 11 
 

信息分享：可由家庭成员读出或演绎出来 
 

耶弗他生在一个兵荒马乱的时代，他在士师记一出场，圣经就描叙他是一个大能的勇

士（士师记 11:1），但他却有一个卑賤的身世。他是私生子，母亲是一名妓女，从小失

去母爱，虽住在父家中，与同父异母的兄弟们一起长大，却被排挤。耶弗他为了逃避

弟兄的逼害，逃到远远的陀伯。陀伯在基列雅比以东廿四公里，其名字的意思为“荒

凉的地方”。在那里，耶弗他成了三教九流匪徒的大哥大。在天的一方，各有地盘，互

不相干。诚然，天无绝人之路，在每一个身处逆境的人的生命中，都会有一块“陀伯”

之地为之存留，在那里，生命得以淬炼和升华。  
 

然而，也许耶弗他做梦也没有料到，当年赶他出去的人，现在竟然要求他回来当他们

的元帅。那些日子以来，以色列人苦于与亚扪人斗争，需要一位大能的勇士来带领他

们。耶弗他從一个逃亡者到一个王者归来，从“妓女的儿子”到“大能的勇士”，更当

起了“一切居民的领袖”（士师记 11：8-11）。 
 

接下来与亚扪人激烈交锋，耶弗他在紧要关头却做了一件愚蠢的事。他以为向神许一

个愿，一个看来很悲壮的愿就可以更有能力。他的愿是: 上帝若使他得胜平安回家的时

候，先出来迎接他的，就必归神献为燔祭。结果他是得胜了，回到自己的家里。不料，

是他的独生爱女出来迎接他。 
 

上帝的灵（士师记 11:29）已降在耶弗他，他竟然还怕能力不够，要多加一个许愿。他

的许愿表面上看是为以色列人的好处，其实更是为了他自己的好处。胜利与否对他的

影响是很大，所以他企图以“献人为祭”的方法来换取神的帮助。一个注目在自己利

益身上的人，很难看到神已经在他面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耶弗他的许愿似乎也显

示他属灵的贫穷，对上帝的诫命和教导一知半解。好好的一个家庭，却因为父亲的鲁

莽而铸成大错。 
 

分享时间： 
 

1. 你怎样协助社会中被人歧视、遭人剥削的受害者？参申 10:17-21。 
 

2. 请分享你曾经做过鲁莽或尴尬的事。 
  

一起祷告：天父，帮助我冷静依靠你，不做鲁莽的事 Help me not to do reckless thing。

奉主耶稣名求阿门。 
 

主祷文 The Lord’s  prayer：结束家庭灵修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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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课 

户兰 Huram：手艺出众的家庭 
 

祷告： 由家庭其中一个成员来祷告 
 

读经：列王记上 1 Kings 7：13-14，历代志下 2 Chronicles 2:13-14 
 

信息分享：可由家庭成员读出或演绎出来 
 

大卫王一心要为耶和华建造圣殿，但因为他是大能的战士，流过无数人的血，所以上

帝不要他建造，而是吩咐他的儿子所罗门建造圣殿，因为所罗门是和平之君。大卫王

虽不能在位的时候为上帝建造圣殿，但他却预备了十足的材料和大量人才。在众多的

巧匠中，有一位非常特别的人物名叫户兰。 
 

户兰是拿弗他利支派中一个妇人的儿子，父亲是推罗人。也有说他是但支派一个妇人

的儿子。 这里看似有出入，但其实并没有什么矛盾，因为有两个可能性的解释：第一：

他母亲是但支派的人，父亲原来是拿弗他利支派的人，后来自然成为推罗公民。第二：

母亲是但支派的人，住在拿弗他利境内的人。无论如何，这位巧匠户兰是来自北国以

色列，由母亲抚养长大的孩子。 
 

圣经描述户兰是一个技艺精巧、满有聪明的人。他精于使用金、银、铜、铁、石、木，

以及紫色蓝色朱红色线和细麻作工，也能作各样雕刻的工作，他又能设计各样巧工，

交托其他工人。他可以和所罗门其他的巧匠，以及大卫王的巧匠一同工作。户兰为圣

殿做了很多美丽的陈设，其中最雄伟的是两根高大华丽的銅柱，高约 10.2 公尺，直径

為 1.9 公尺，每根柱子各有名字，“雅斤”意思是“祂必建立”，“波阿斯”意思則是

“力量在他里面”。此外户兰又铸了一个铜海，高 2.5 公尺，圆周 13.2 公尺，里面貯水

供祭司洁身之用。也做了十个小铜盆，为洁净献祭的牲口之用。其他还有铜祭坛、盆、

铲子、盘子等。因为铜的数量太多，跟本不能秤重，可見戶兰的工作必定是相当艰巨。

不但如此，户兰是一个可以教导别人和与人同工的人，这是美好的品德。 
 

分享时间： 
 

1. 你喜欢什么手艺吗？ 
 

2. 户兰不单有才华，也能与人同工。你有遇过不能同工的人？试谈谈。 
  

一起祷告：天父，求你赐我才华和聪明来服侍人 Grant me talents and wisdom to serve。

奉主耶稣名求阿门。 
 

主祷文 The Lord’s  prayer：结束家庭灵修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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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课 

撒迦利亚 Zechariah：敬虔无嗣的家庭 
 

祷告： 由家庭其中一个成员来祷告 
 

读经：路加 Luke 1：5-45 
 

信息分享：可由家庭成员读出或演绎出来 
 

撒迦利亚和他的妻子以利沙伯都是亚伦的后代，是祭司世代的家族。圣经描述他们都

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规条，无可指摘。这对敬虔夫妇的背后却是一句伤感的话， 

“只是没有孩子; 因为以利沙伯不生育，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路 1：7）多少个无

眠的晚上，听到邻居朋友孩子们的欢笑声，特别是以利沙伯，却在孤寂黑暗中落泪，

一生的遗憾好像无法填满。但无论如何，他们还是继续不断的事奉上帝。 
 

当时的祭司是按照班次执行祭司的职务，撒迦利亚是“亚比雅班里”的人。根据文献，

犹大地方当时就有两万名祭司，因为同一班次有许多位祭司，所以并非人人都可进去

执行任务，故以掣签来决定，惟有中签者才得进去。由于祭司多，故中签进殿烧香的

机会，一生顶多只有一次，可见这乃是一个独特且光荣的权利。而当祭司在圣殿烧香

时，众人都在外面祈祷等候。 
 

当撒迦利亚在殿中执行任务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有天使对他说话，说他们将会

生一个儿子，要起名叫约翰，他会有以利亚的灵和能力，是救主耶稣的先锋，行在主

的面前，预备人心。撒迦利亚被吓呆了，根本不敢相信这会有可能发生在一对老人家

身上。但上帝是独行奇事的上帝，不一定要按照常规。圣殿的职责结束回家后，正如

天使所言，以利沙伯怀孕了。怀孕六个月，以利沙伯的亲戚，年轻未嫁却怀着主耶稣

的马利亚到访。马利亚向以利沙伯问安，当以利沙伯一听见马利亚的问安，她腹中的

胎儿就跳动，以利沙伯也被圣灵充满，高声说，“ 你看，你问安的声音一进我的耳朵，

我腹中的胎儿就欢喜跳跃。这相信主传给她的话必要成就的女子是有福的。”（路加 1：

45 新译本） 这两位女子都知道，马利亚母腹中的就是以色列人引颈盼望的弥赛亚。这

两位女子，在人间遭遇奇特的事，但同有一颗谦卑愿意顺服的心。 
 

分享时间： 
 

1. 有时基督徒生活敬虔爱主，却遭遇艰难，你如何解释？ 
 

2. 上帝对他儿女的要求是什么？ 请看腓利比 2：15。 
  

一起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在这弯曲悖逆的世代做你无瑕疵的儿女 Help me to be 

children of God without blemish in this crooked and perverse society。奉主耶稣名求阿门。 
 

主祷文 The Lord’s  prayer：结束家庭灵修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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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课 

撒玛利亚妇人 The Samaritan woman：心灵饥渴的家庭 
 

祷告： 由家庭其中一个成员来祷告 
 

读经：约翰 John 4:1-30 
 

信息分享：可由家庭成员读出或演绎出来 
 

耶稣和门徒离开犹太，要往加利利去，圣经记载，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这个“必须”

并非地理因素，因为从犹太地到加利利，犹太人通常绕道约但河东岸。“必须”是因为

使命，要在撒玛利亚地得着那些在等候已久，心灵饥渴的人们。 
 

耶稣走累了，看到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在打水，就请她给他喝一点，而一个永生的话题

也开始了。首先，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向来并没有来往，这不单是没有什么生活的交

集，更是不会共享器物的。其次，不认识的男女在当时也不会交谈，按当时犹太人的

习俗，拉比（犹太人的老师）会尽量避免在公众面前与妇女说话。但耶稣打破各种藩

篱，看到的是一个失落的生命。那妇人在中午十二点，日头非常炎热的的时候出来打

水，很可能是自惭形秽，不愿与人谈起自己的私事。 
 

世上的水，人喝了还会再渴，但耶稣要赐给撒玛利亚妇人的是活水，这活水要在人的

里面成为生命的泉源，涌流不息，直到永生。是的，生命的活水在主耶稣里面，当我

们相信耶稣，拥有耶稣，他就是我们生命的泉源，一直涌流，永远使我们的人生滋润、

满足。 
 

很多人以为耶稣要那妇人叫丈夫来，是要证明她有多败坏，生活没有道德，但其实耶

稣是要把妇人最内心最痛的事情浮现，让她能预备心，悔改并全然接受这位赐人活水

泉源的主。其实在犹太人的背景里，女人是不能提出离婚的，只有男的可以休妻，这

位可怜的女士是在一个无可奈何的情况中逃脱不出来。 
 

最后主耶稣告诉她敬拜不在乎地点在哪里，是在乎心灵的真诚。撒玛利亚妇人最终承

认耶稣是弥赛亚，兴奋得连打水的器具都忘了拿，就跑到城里告诉众人，而众人也后

来信耶稣是基督。 
 

分享时间： 
 

1. 请分享你被人排斥的经验。 
 

2. 我们可以如何积极与人分享主耶稣的好处？ 
  

一起祷告：天父，求你赐我活水，叫我永远不渴。Help me to thirst no more because 

you are the living water。奉主耶稣名求阿门。 
 

主祷文 The Lord’s  prayer：结束家庭灵修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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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课 

多加 Dorcas：广行善事的家庭 
 

祷告： 由家庭其中一个成员来祷告 
 

读经：使徒行传 Acts 9：36-42 
 

信息分享：可由家庭成员读出或演绎出来 
 

多加是新约中出现的第一个女性希腊名字，其希伯来文的名字叫“大比大”。多加名字

的意思是“大眼羚羊”，表示她的矫捷活泼，美丽可爱。初期教会有很多信徒，多加被

称为“女门徒”。圣经对于多加的背景身世并没有很多记载，只知道她是住在约帕这个

海港城巿。约帕是当时著名的港口，即现今的泰拉维夫附近，当年约拿也是在此上船

去他施。约帕当地的居民多以捕鱼为业，男人出海常有意外，去而不返。 
 

我们无从查考多加的身世，也许她本身就是个海员的寡妇，但从她住的两层楼的房屋

来推断，她是一位富有的人。多加虽然富有，但她并不骄傲，她能够被称为女门徒，

她的生命一定是活像基督。多加满有爱心与聪慧，她除了用金钱周济穷人，也自己亲

手缝制衣服帮助有需要的人，多加也教导寡妇们自力更生做衣服，学一门手艺。 
 

好景不常，多加生病去世，前来奔丧的人有很多，所有曽经受过她恩惠的寡妇都在那

里哭。当使徒彼得到了，她们也把多加和她们在一起的时候所做的内衣外衣拿给彼得

看。后来上帝借彼得行了死人复活的神迹，多加又活过来。这事传遍了约帕，就有很

多人信了主。 
 

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只用短短八个字来描述多加，她“广行善事，多施賙济”，这就足

够让我们了解多加的为人和品性。多加的善行“广”又“多”，实是源自于一颗对主感

恩的心，我们也相信所有受她影响和帮助的人，都在她身上看见了耶稣的良善，这也

是我们行善的最终目标，让人看到基督，让基督的名得着荣耀和赞美。多加这个美丽

的名字，也被后来世人与慈善工作划上等号，很多慈善团体或二手店也命名为多加。 
 

分享时间： 
 

1. “爱”不仅是在口头言语上，更应表现在行动上。你可以在哪一方面表示出你

对人们的关爱？ 
 

2. 你有受过别人的恩惠吗？求圣灵现在提醒你，该向谁说一声“谢谢您”。 
  

一起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广行善事，多施賙济 Help me to do good and help the 

poor。奉主耶稣名求阿门。 
 

主祷文 The Lord’s  prayer：结束家庭灵修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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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课 

撒罗米 Salome：望子成龙的家庭 
 

祷告： 由家庭其中一个成员来祷告 
 

读经：马太 Matthew 20:20-28, 27:56 
 

信息分享：可由家庭成员读出或演绎出来 
 

撒罗米就是所罗门的女性名，即平安的意思。她的两个儿子，雅各和约翰，都去跟随

耶稣，她自己也不例外，也跟着来。但不要以为撒罗米是为了儿子才跟着耶稣，也许

起初是吧，但到后来，圣经的记载都有提到她的名，特别是耶稣最后钉十架，她都与

其他妇女站在哪里，不离不弃在十架上的救主。有足够的资料显示撒罗米也许是耶稣

母亲的姐妹，她们是忠心耿耿的一路照顾着耶稣和他的门徒日常需要的妇女，她们默

默的付出时间和金钱，虽不甚起眼，却是不能或缺的部分。  
 

撒羅米有一个愿望，一个期待在她孩子的身上，她帶著兩个孩子來到耶穌的面前，跟

耶穌說：“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馬太

20:21）這这位母亲求的是一件很大的事，是要与耶稣同作王。撒罗米跟着耶稣跑，他

的教导肯定会听进耳朵，知道耶稣是哪位等待已久的弥赛亚，而也许她认为她的两个

儿子，跟着耶稣几年，就是在天国降临的时候，最有资格当耶稣的左右手。 
 

人的思想常常不明白神的心意，我想耶稣对他门徒的爱是超凡的。耶稣对撒罗米和她

的两个儿子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 （马太

20:22）耶稣当时已经知道苦杯将到，而他所爱的门徒也将四散，这样五味杂陈的感受，

耶稣还是提醒他们要得荣耀以先，总要与他同受苦。最终主耶稣给的答案是不知道，

因为谁坐左右边，不是他赐的乃是父赐的。这事并没有惹恼耶稣，反而是恼了其他十

个门徒。主耶稣也藉此机会，教导门徒一个真正作领袖的人该是如何的。“谁想在你们

中间成为大的，就要作你们的仆役；谁想在你们中间为首的，就要作你们的奴仆。”

（马太 20:26-27） 
 

一个差点演变成内讧和分裂的危机，被主耶稣把他们带到更高的属灵层次，而相信撒

罗米这次是乖乖的学了一个很好的功课。 
 

分享时间： 
 

1. 身为父母的，到底要为孩子争取还是不要争取，你的观点是什么？ 
 

2. 一个真正的领袖应有什么特征？？ 
  

一起祷告：天父，帮助我贴近你的心 Draw me closer to your heart。奉主耶稣名求阿门。 
 

主祷文 The Lord’s  prayer：结束家庭灵修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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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课 

亚拿尼亚 Ananias：同心欺骗的家庭 
 

祷告： 由家庭其中一个成员来祷告 
 

读经：使徒行传 Acts 5：1-11 
 

信息分享：可由家庭成员读出或演绎出来 
 

为了使大家没有缺乏，初期教会实行凡物公用的团体生活制度，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

了，把所卖了的钱交在使徒的脚前，然后照各人的需要分给各人。就这事，使徒行传

记载了三个人。在第四章，有一个人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他卖掉了自己的

田地，把钱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4：36，37 新译本）。在第五章，有一对夫妻，

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非喇，他们也变卖田地，只是他们的心不纯正。 
 

他们两人同心做了一件事，就是把田产卖了，私底下把钱留了一部分后才给使徒。他

们的问题不是留一点给自己用，而是想欺骗人也欺骗上帝。彼得说：“亚拿尼亚，为甚

么撒但充满了你的心，使你欺骗圣灵，私底下把卖地的钱留了一部分呢？田地还没有

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然卖了，所得的钱不是由你作主吗？你为甚么存心这样作呢？

你这不是欺骗人，而是欺骗神。”（使徒行传 5：4-5） 
 

可以想象他们卖田产得来了钱，在家里算来算去，到底要给多少？全部钱都给吗，还

是留一点点自己用？也许他们想到自己的孩子快要结婚，家里的东西坏了，这些事情

都要一笔费用啊。其实他们有两个选择，第一是只给部分金钱，但怕没有面子，人人

都给全部，他们不这样做好像很不好看。第二是给全部，家里需要的再仰望上帝的供

应。这两个选择，任何一个都没有问题。 
 

这一对夫妻却想到第三个方法，就是给部分，却说是给了全部，这样他们好像既有面

子，也有自己想要的钱。以为自己想到一个两全齐美的解决方法，亚拿尼亚同他的妻

子撒非喇原来却是为自己掘坟墓。虽然人心叵测，很难预料，但什么事情都骗不了上

帝。使徒是上帝的仆人，他们有超乎凡人的洞察力，查明过后，这对夫妻还是在骗，

于是他们前后在使徒面前被上帝审判，断气而死。这事情发生后，整个教会的人都害

怕。上帝实在是轻慢不得的啊！ 
 

分享时间： 
 

1. 有什么情况使我们很想与人比较？ 
 

2. 你认为我们可以说谎吗？为什么？ 
  

一起祷告：天父，照亮我的内心，能诚实无伪 Enlighten my heart to be truthful。奉主耶

稣名求阿门。 
 

主祷文 The Lord’s  prayer：结束家庭灵修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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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课 

哥尼流 Cornelius：全家归主的家庭 
 

祷告： 由家庭其中一个成员来祷告 
 

读经：使徒行传 Acts 10 
 

信息分享：可由家庭成员读出或演绎出来 
 

哥尼流是在该撒利亚意大利营的一位百夫长。圣经描述他是个虔诚人，全家敬畏上帝，

常常祷告，又多多賙濟百姓。在初期教会，犹太人与外邦人归信耶稣基督为救主，有

很多的争议，因为救恩从犹太人而出，归信基督的外邦人，是要归入犹太的律法规条

还是不需要？耶稣救恩是给外邦人的吗？ 
 

事情发生在一天，大约下午三点钟（犹太人祷告的时刻），哥尼流在异象中，清清楚楚

看见神的一位天使来到他那里，告诉他的祷告和善行，已经达到神面前，蒙上帝的记

念。 天使吩咐他要派人到约帕去，请那个名叫彼得的西门来。同一个时刻，彼得自己

也见到一个异象；在彼得的异象中，他看见天上降下好像一块大布，里面有各种四足

的走兽和天空的飞鸟。有声音命令彼得宰了吃。但彼得无法接受，因为根据律法，这

是不洁的食物。于是又有声音告诉彼得：神所洁净的，不可当作俗物。彼得从异像中

明白神不偏待人（使徒行传 10：34），因此我们也不可把任何人当作不洁。 
 

正当彼得还在思考中，哥尼流派来的人到达门外。彼得进入哥尼流的家，哥尼流已经

招聚了自己的亲戚好友在恭候彼得他们。哥尼流对神的渴望是明显的，而且他也愿意

与自己所有家人朋友一起领受神的恩。彼得向哥尼流一家大小宣讲神的道，告诉他们

耶稣，神的受膏者，被挂在木头上，第三天复活正盛死亡，他吩咐我们向人民传讲，

郑重证明他是神所立，审判活人死人的主。 所有先知都为他作见证：所有信他的，都

必借着他的名，罪得赦免。彼得正说话时，圣灵降临在所有人身上，包括这些领受神

话语的外邦人。这是初期教会的一件开创事，彼得也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 

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使徒行传 10：34.35） 
 

分享时间： 
 

1. 你有与不同的种族相处的经验吗？请分享。 

 

2. 请分享一个上帝垂听你祷告的经历。 

一起祷告：天父，帮助我恳切祷告不灰心 Help me to pray fervently without losing hope。

奉主耶稣名求阿门。 
 

主祷文 The Lord’s  prayer：结束家庭灵修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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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课 

亚居拉 Aquila：同心同行的家庭  
 

祷告： 由家庭其中一个成员来祷告 
 

读经：使徒行传 Acts 18:1-3； 罗马书 Romans 16:3-4 
 

信息分享：可由家庭成员读出或演绎出来 
  

使徒行传有一对夫妻同心同行事奉主的好榜样：亞居拉和百基拉。圣经共有六处提到

这对夫妻的名字：使徒行传 18:2，18, 26；罗马 16:3，林前 16:19，提摩太后书 4: 19。

保罗第一次出门布道时，先到雅典，后来到哥林多。当时百基拉和丈夫亚居拉正从意

大利回来，保罗遇见他们，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作工。以后我们看见这一对

夫妻，一直在各处都做建立教会的工作，他们的家就是教会。 
 

亚居拉和百基拉一生至少有四次的遷居，由罗马至哥林多是被迫的，一年半后由哥林

多去以弗所，則出於自愿，為了更有效的事奉主。后来他们又回到原被迫害的罗马城，

在家中设立教会，為了保罗的命“将自己的颈项置度外＂。 后来又到以弗所与提摩太

同工。他们多次漂洋过海迁居，不是为了自己的前途、子女、安全、舒适。这对夫妇

是“不以性命為念＂（徒 20:24），只“以天父的事為念＂（路 2:49）極佳的見證。 
 

在以弗所，亚居拉夫妇遇到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他生在亚历山大，是个有学问

的人，也能讲解圣经，心里火热，常到会堂去放胆讲道，可惜他对全面的真理，认识

得不够清楚，单晓得约翰的洗礼，不知道圣灵充满的工作。亚居拉夫妇到会堂去听道，

听见这位年轻的传道人，对基督的认识仍属肤浅，并没有公开指责他，却是把他接到

家里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亚居拉和百基拉夫妇曾在哥林多和保罗在一起

织帐棚（徒 18：2-3），之后又与保罗一同在以弗所事奉（林前 16：19）。保罗在罗马

书最后一章问候了 26 人和 5 个家庭教会，其中有三节是与百基拉和亚居拉有关。（罗

马 16:3-5） 
 

教会历史上记载：主后六六年七月八日，百基拉和亚居拉同在罗马城郊，被斩首殉道。

今日罗马的万人墓中有一个洞穴，专门纪念百基拉的事迹。罗马城中也有纪念她的教

堂和碑石。 
 

分享时间： 

1. 你可以如何开放你的家成为福音的据点？ 
 

2. 你认为百基拉和亚居拉这对夫妻能够同心事奉到死的秘诀是什么？ 
 

一起祷告：天父，帮助我们对你至死忠心 Help us to be faithful till the end。奉主耶稣名

求阿门。 
 

主祷文 The Lord’s  prayer：结束家庭灵修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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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课 

吕底亚 Lydia：爱慕聚会的家庭 
 

祷告： 由家庭其中一个成员来祷告 
 

读经：使徒行传 Acts 16：11—15 
 

信息分享：可由家庭成员读出或演绎出来 
 

在保罗的第二次宣教旅程中，将福音传到欧洲的，就是通过第一站腓利比城。腓立比

是当时罗马帝国一个著名城市，这座城靠近海边，住在这座城里的人大都拜偶像。保

罗在异象中看见有一个马其顿人站在他面前，请求他过到马其顿去帮助他们。于是保

罗就带着西拉、提摩太一起往马其顿去，不久就来到了马其顿省的头一个城，腓立比。

在那里，保罗看到几个妇女在河边聚会祷告，于是就坐下向她们讲解神的道。在聚会

中，有一位妇人，她的名字叫吕底亚，上帝开导她的心，叫她留心听保罗的教导。 
 

圣经描述吕底亚是推雅推喇城的人，素來敬拜神。她是一个生意人，卖紫色布匹的妇

人。紫色是皇家的颜色，紫色布也极其昂贵，穿紫色布料衣服的人一般都是官宦之家，

在当时从事这类买卖的人都是大富商，所以可以推论说吕底亚是一个富有的商人。她

不单富有，也是一个心灵渴望神，敬畏神的人。生意忙碌的日子，吕底亚还是会分别

为圣，参与聚会，这是难能可贵的。有时候我们会以工作“忙”做借口，逃避聚会，

其实根本原因并不在忙不忙，而是在渴慕不渴慕。如果我们没有渴慕的心，总会找出

许多理由不去聚会；反之，若有渴慕的心，任何困难都不能拦阻我们。 
 

吕底亚个留心听道，上帝开她的心，她愿意悔改并相信，不单自己信了，也带领全家

信，也一同领了洗。不单如此，吕底亚更用行动表现出她的信心，她甘愿敞开自己的

家门，不怕麻烦，真诚邀请神的仆人到家里来住。圣经如此记载，“‘你们若认为我是

对主忠实的，就请到我家来住。’于是她强留我们。”（使徒行传 16：15）其“強留”

的方式，显出吕底亚的个性似乎相當坚决且有主见。 
 

十二年之后，保罗在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信中曾提到，“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

同心合意地兴旺福音”（腓利比书 1：5），“头一天”指腓立比人接受福音的那一天。

“直到如今”是指保罗写腓立比书信时。十二年来，从吕底亚一家开始，慢慢发展成

为腓立比教会，这一粒福音的种子确实是开花结果，并且果实累累。 
 

分享时间： 

1. 你喜欢接待客人到你家吗？有什么经历？ 
 

2. 你信主多久？你认为自己有没有在基督里成长？ 
  

一起祷告：天父，求你助我们生命成熟长大 Help me to mature and grow in the Lord。奉

主耶稣名求阿门。 
 

主祷文 The Lord’s  prayer：结束家庭灵修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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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课 

罗以 Lois：信仰传承的家庭 
 

祷告： 由家庭其中一个成员来祷告 
 

读经：提摩太后书 2 Timothy 1：1-14 
 

信息分享：可由家庭成员读出或演绎出来 
 

罗以和友尼基这一对母女的名字，在圣经中仅有这节经文提到，可是她们的影响非同

凡响。她们共同培育出一位神的仆人一一提摩太。提摩太从小明白圣经 (提后 3：15)，

这对母女在提摩太心中种下无伪之信（提后 1：5）。后来提摩太长大后，成为保罗传

福音的重要同工，保罗甚至称他为“亲爱的儿子”(提后 1：2)，“真儿子”(提前 1：2)。 
 

使徒行传 16：1 记载友尼基是一位信主的犹太妇人，住在路司得，有一个儿子名叫提

摩太。友尼基嫁给一个希利尼人，也许后来丈夫去世，她就带了孩子回娘家，与母亲

罗以同住。于是提摩太在母亲和外祖母的照顾下成长，认识真神，信心得以坚固。 
 

保罗写第二封信给提摩太时，称赞他心里有“无伪之信”。“无伪之信”就是一种诚实，

没有虚假，不装饰造作的信心。保罗提到提摩太这种无伪的信心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

和在你母亲友尼基心里的，可见保罗不但熟悉他家中的情形，而且也为提摩太有这样

美好的信仰承传感恩。圣经中没有在别处提过祖母或外祖母的字眼，甚至罗以这个名

字也是唯一的，没有别人与她相同。因此，祖母罗以确实是一位特出的女性。罗以这

个名字的原意是“心里喜欢”，友尼基原意为“美好得胜者”，提摩太为“敬畏神者”。

他们的名字说出了他们的见证，也说出了神的恩典。 
 

提摩太在家中长大，看到母亲与外祖母信心的美好榜样，他得到的不单是言教也有身

教。保罗提到：“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

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提后 3：14-15)  罗以，友尼基和提摩太这三代信徒，如精

金的链子，一个扣住一个，信仰与生活并存，灵命与肉身的生命同样相连。正如箴言

所记：她儿女起来称她有福。(箴 31：28)。又如诗人所说：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

必要这样蒙福，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诗 128 篇)。 
 

分享时间： 

1. 请分享你从母亲或养育你长大的人身上学到什么生命的功课？ 
 

2. 如何拥有无伪的信心？ 
  

一起祷告：天父，求你如火挑旺我们的生命，为你而活 Rekindle our life to live for you。

奉主耶稣名求阿门。 
 

主祷文 The Lord’s  prayer：结束家庭灵修时光 
 
 



33 
 

 

The Lord’s Prayer 
 

Our Father in Heaven, 
hallowed be Your name, 
Your Kingdom come, 
Your will be done on earth as it is in heaven, 
give us today our daily bread, 
forgive our debts, as we also have forgiven our debtors, 
and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but deliver us from the evil one. 
For the Kingdom, the power, and the glory are Yours, 
now and forever, Amen! 
 
 
 
 

主祷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陷入试探， 

  救我们脱离那恶者。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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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ostles’ Creed 
 
I believe in God, the Father almighty, 
      creator of heaven and earth. 
 
I believe in Jesus Christ, his only Son, our Lord, 
      who was conceived by the Holy Spirit 
      and born of the virgin Mary. 
      He suffered under Pontius Pilate, 
      was crucified, died, and was buried; 
      he descended to hell. 
      The third day he rose again from the dead. 
      He ascended to heaven 
      and is seated at the right hand of God the Father almighty. 
      From there he will come to judge the living and the dead. 
 
I believe in the Holy Spirit, 
      the holy catholic* church, 
      the communion of saints, 
      the forgiveness of sins,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body, 
      and the life everlasting. Amen. 
 
*that is, the true Christian church of all times and all places 
 
 

使徒信经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獨生的子； 

因聖靈感孕，由童貞女馬利亞所生， 

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於十字架，受死，埋葬； 

降在陰間；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 

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 

將來必從那裡降臨，審判活人死人。 

我信聖靈； 

我信聖而公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體復活； 

我信永生。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