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家 我家

來3:1-6



同蒙天召的聖潔弟兄啊，你們應
當思想我們所認為使者、為大祭
司的耶穌。
他為那設立他的盡忠，如同摩西

在神的全家盡忠一樣。
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榮耀，好

像建造房屋(它)的比房屋更尊榮；

來3:1-3



因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
萬物的就是神。

摩西為僕人，在神的全家誠然盡
忠，為要證明將來必傳說的事。

但基督為兒子，治理神的家；我
們若將可誇的盼望和膽量堅持到

底，便是他的家了。

來3:4-6



P4

「家」的聖經小檔案
 家，SN1004: יִת בַּ

 「家」在合和本出現1378次

 יִת 在希伯來文聖經出現1711次בַּ
有些יִת 不是翻譯成「家」בַּ

神的殿、天的門（創廿八17）。

約瑟坐監（創三九20）

宮殿、房屋（出八3）

裡外包上精金（出廿五11）



新約希臘文οἶκος
1.房子或住所

a.房間
b.會堂,大廳,紀念碑
c.鳥籠
d.一個星球的住所

2.遺產,繼承

3.統治房子或家庭

家



神自己是神的家---他(耶穌)為那設立

他的盡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盡忠一樣。

神是家的建造者---房屋（家）都必有

人建造，但建造萬物的就是神。

基督是家的治理者---摩西為僕人，在

神的全家誠然盡忠，為要證明將來必傳說
的事。但基督為兒子，治理神的家

信徒是神的家---我們若將可誇的盼望和

膽量堅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



神家的成員是誰?
與我有何關係？

神家 我家



一、神家成員是神百姓
我家 --要全家歸主

同蒙天召的聖潔弟兄啊(1)

我們若將可誇的盼望和膽
量堅持到底，便是他的家
了。(6)



一、神家成員是神百姓
我家 --要全家歸主

神家成員：同蒙天召的聖潔弟兄

1. 蒙召指重生得救的人

2. 從天上選召的人並帶領到天上

3. 聖潔歸屬於神的人

神家 我家



1. 挪亞一家八口─

就是那從前在挪亞預備方
舟，神容忍等待的時候，
不信從的人，當時進入方
舟，藉着水得救的不多，
只有八個人。 (彼前3:20)

全家歸主例證



1. 挪亞一家八口─

惟有挪亞在耶和華眼前蒙
恩。 (創6:8)

挪亞一家八口都得救，是因挪亞
一人在神面前特蒙憐憫的結果，
不是因挪亞帶領全家人進入方舟
而得救。

全家歸主例證



2. 以色列人守逾越節
每家預備一隻羊羔，由家長帶領
全家一同喫，又全家出埃及。

3. 亞伯拉罕與神立全家的約
家中男丁生下來第八天行割禮，
這是神頭一次與亞伯拉罕立約

（創17:12）

全家歸主例證



4. 約書亞全家事奉神
「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
定事奉耶和華。」 (書24:15)

5. 大臣全家信主
耶穌進入大臣家，醫好了他的兒
子，大臣全家都信了。 （約4：53）

全家歸主例證



6. 撒該全家得救
他爬上桑樹要看耶穌，耶穌對他

說：今天救恩到了這家。

（路19：9）

意思不是只要撒該相信，全家就
得救。是藉着一個人的相信，給
他全家有蒙救恩的機會。

全家歸主例證



7. 哥尼流全家
彼得講道的時候，聖靈降在一切
聽道的人身上，有明顯的憑據顯
出使彼得確知神的靈已降在他們
身上，就給他們全家施洗。
哥尼流一家得救是他自己先信，
使他全家都信，聖靈降在他們身
上，證明他們的信是真的。

全家歸主例證



8. 賣紫色布的呂底亞一家
他和他一家既領了洗，便求我們
說：「你們若以為我是真信主的，

請到我家裏來住」（徒16：15）。

使徒接受了她的接待，可見保羅
認為她真信主，。

全家歸主例證



9. 禁卒一家
因保羅與西拉在獄中的見證，尤
其是當監門都被震開，囚犯的鎖
鍊都脫落時，竟無人逃走，禁卒
必然把所見神的作為告訴全家，
他和他全家都信了，都得救了。

全家歸主例證



一、神家成員是神百姓
我家 --要全家歸主

全家歸主保証書：

我們若將可誇的盼望和膽量
堅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6）

神家 我家



我們若將可誇的盼望和膽量堅
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

盼望 信徒的盼望是榮耀可誇的

膽量 基督徒信心的勇氣

堅持 堅定持守到底

他的家 我們(信徒)就是祂的家

神家 我家



家人若還沒有信主，我們堅定
持守天天為他得救禱告，他會
成為神家裡的人。

他們說：當信主耶穌，你和你
一家都必得救。（徒16:31）

神家 我家



一、神家成員是神百姓
我家---要全家歸主

神家 我家



一、神家成員是神百姓
我家---要全家歸主

二、神家主人是神兒子
我家---要耶穌做主

神家 我家



二、神家主人是神兒子
我家---要耶穌做主

…我們所認為使者、為大祭司
的耶穌。(1b)

摩西為僕人,在神的全家誠然盡忠,

為要證明將來必傳說的事。 (5)

但基督為兒子,治理神的家。 (6a)

神設立基督治理神的家



二、神家主人是神兒子
我家---要耶穌做主

…我們所認為使者、為大祭司
的耶穌。

1、是建造家庭的使徒：
為使者—有使命完成救贖。



二、神家主人是神兒子
我家 --要耶穌做主

1、是建造家庭的使徒
2、是救贖家庭的祭司
為大祭司—永遠為人代禱獻祭
大祭司=神僕人—在神的全家誠然盡
忠



二、神家主人是神兒子，
我家要耶穌做主

耶穌
1、是建造家庭的使徒
2、是救贖家庭的祭司
3、是治理家庭的君王



耶穌是治理家庭的君王

但基督為兒子，治理神
的家。（6a）

神設立基督在神的家治理
基督=神兒子=君王

我家之主是主耶穌





我家要讓耶穌做主治理

我家之主是主耶穌
當凡事順服主

* 購屋(從父OR夫) ，誰作主？
* 購車(不看就買？ ) ，如何讓耶穌作主？
* 外食、郊遊(溝通 ) ，如何作決定?
* 家庭禮拜，如何分工(授權) ？



我家要讓耶穌做主治理
你們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
子，正如基督愛教會，為教會
捨己。 （弗5:25）

然而，你們各人都當愛妻子，
如同愛自己一樣。妻子也當敬
重他的丈夫。（弗5:33）



耶穌是我家之主
作妻子的順服自己的丈夫，
這在主裡面是相宜的。（西

3:18 ）

妻子

丈夫

順服

耶穌是主



好女人都是被寵出來的！而不是
被冷淡、抱怨，被忽視被嫌棄出
來的。…
你寵著她，她就會不再患得患失，
也會越來越有安全感。不會再去
胡思亂想，不會再去斤斤計較。
你寵著她，她就會心花怒放。她
能感受到你的關心和在乎，這樣
她只會變得更加善解人意。



女人這一輩子挺不容易的。
有一個好男人寵著，她們就會願
意和你過一生，會無怨無悔的伴
你到老。如果你用冷漠和打罵去
對待她，那麼她只會變得越發強
硬，只會讓你覺得更加無理取鬧。
女人…的心很容易被感動。
你對他和風細雨，她定會溫柔如水。
你對他張牙舞爪，她定會冷漠孤傲。



一個願意寵愛女人的男人，是能
讀懂女人的口是心非，讀懂女人
內心的委屈和難過，讀懂女人心
底深處真實的聲音的人。
有了這樣的一個人，女人肯定也
會以真心相待。
男人們，多給你朝夕相伴的女人
一點寵愛吧，老婆是用來愛的，
不是用來吵的。



如何讓耶穌作我家之主？

你們作兒女的，要在主裡
聽從父母，這是理所當然

的。（弗6:1 ）



耶穌是我家之主
作兒女的在主裡聽從父母
作妻子的順服自己的丈夫

妻子

丈夫父母

兒女
聽從

順服

耶穌是主



一、神家成員是神百姓，
我家---要全家歸主

二、神家主人是神兒子，
我家---要耶穌做主

三、神家成因是神建造，
我家---要讓神建造

神家 我家



三、神家成因是神建造，
我家---要讓神建造

因為房屋(οἶκος )都必有人建造，但
建造萬物的就是神。

房屋 有人建造
萬物 是神建造
耶穌 就是神



牧者 見証：

用神的話建立教會
A、自己考究遵行：活潑的生命、

寫靈修筆記…

B、用聖經教導人（不是教聖經）：

以斯拉定志考究遵行耶和華的律
法，又將律例典章教訓以色列人
（拉7：10）



B、用聖經教導人：

曾在教會、神學院、宣教地與機構過的課：

（摩西五經、歷史書、詩歌智慧書、大小先
知書、馬太福音、馬可福音、約翰福音、羅
馬書、哥林多前書、教牧書信、約翰書信、
認識聖靈、基督徒倫理學、人物查經、基督
學院、讀經默想操練、讀出聖經亮光、領導
與管理、個人佈道、基礎神學、聖經系統福
音神學、七個釋放禱告、新生命、屬靈爭戰、
一要三招、一對一門徒訓練、基礎讀經法、
教會問題處理、釋經示範、小組長等訓練…）



用神的話建立教會 （神的家）

A、神僕考究聖經

B、用聖經教導人

C、培訓同工能教導

約翰福音、基礎讀經法、新生命、
釋放禱告、三招一要、個人佈道
法、一對一門徒訓練、…



見証：奉主差遣建立教會

1）將垂死的教會建立起來
約翰福音（建造信心與生命）

哥林多前書（建造信徒遵行真理）

七個釋放禱告（建造初信者與神關係）

一對一門徒訓練（建造遵行真理的門徒）

聖經系統福音神學（建造忠心能教導的人）



見証：奉主差遣建立教會

1）將垂死的教會建立起來

2）開拓建立新教會
A. 個人佈道：個人談道、福音五招

B. 團體佈道：恩惠相遇、啟發、幸福小組

C. 個人栽培：釋放禱告、一對一門訓

D. 團體門訓：TD、TF、副牧者研討



見証：奉主差遣建立教會

1．將垂死的教會建立起來

2．開拓新教會

3．宣教建立新教會
A、當地牧者培訓：輔導、神學

B、適需要培訓：牧養、宣教…



見証：奉主差遣建立教會

1．將垂死的教會建立起來

2．開拓新教會

3．宣教建立新教會

4．建立眾教會（施工中）

大內國度工人培中心：釋經示範









大內之光國度工人培訓中心



大內之光國度工人培訓中心

建造目標﹕
1.敬拜禱告

2.國度宣教

3.慈惠行善

4.家庭教育



大內之光國度工人培訓中心

籌款目標﹕

$二億五佰萬台幣

包含﹕買地、整地、

建物、內裝





大內之光國度工人培訓中心

郵政劃撥﹕18847660 戶名﹕「基督
教台灣信義會思恩堂」代收。

銀行匯至﹕

「台北富邦內湖分行440120000276」

『財團法人基督教台灣信義會』代收。

（請來電告知﹕02-2790-1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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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
萬物的就是神。

人建造房屋
神建造萬物

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
照管神的教會呢？（提前3:5 ）

神家 我家

萬物
教會 家



管理個人
管理家庭
管理教會
管理萬物

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
照管神的教會呢？（提前3:5 ）

神家 我家

萬物
教會



三、神家成因是神建造
我家--要讓神建造

學習建造自己的家
*溝通（同理心、接納、信任…痛點與界限）

*洗碗 （三道、主動、捨己）

*帶小孩 （學習、操練、安排時間陪伴）

*曬衣服 （衣架方向、長短位置、拉撐或摺疊）



三、神家成因是神建造
我家---要讓神建造

主建造我 帶領我 建造我家
讓我可以和他一起 建造教會
*家中溝通 → 教會同工溝通
*家中洗碗 → 在教會做庶務
*家中帶小孩 → 在教會帶門徒
*家中治理 → 在教會擔任領袖



一、神家成員是神百姓
我家--要全家歸主

二、神家主人是神兒子
我家--要耶穌做主

三、神家成因是神建造
我家--要讓神建造

四、神家關注是神榮耀
我家--要求神榮耀



四、神家關注是神榮耀
我家 --要求神榮耀

你們應當思想我們所認為
使者、為大祭司的耶穌。



他為那設立他的盡忠,如同
摩西在神的全家盡忠一樣。
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榮
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
屋更尊榮；我們若將可誇
的盼望和膽量堅持到底，
便是他的家了。



思想：κατανοέω 把心思放在
一件事上，不斷地思想某事，
考慮。此字表達關注，和繼續
不斷觀察與關心。
to put the mind down on a thing, 
to fix the mind on something,
to consider. 
The word expresses attention and 
continuous observation and regard.



摩西 耶穌
相同的地方：
他們都忠心辦事
在神的全家盡忠；
不同的地方：
耶穌要得到更大的榮耀。
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榮



摩西 耶穌
帶領超過兩百萬人的大遷徙。 救贖範圍是全人類。

摩西使以色列人脫離法老的手，耶穌使世人脫離魔鬼的手；

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脫離為
奴的生活。

使全人類相信祂的人，脫離罪的
綑綁，不再做魔鬼的奴隸。

使以色列人從最卑微的奴隸成
為神的子民。

使人不再做孤兒，能夠與神和好，
重新成為神的兒女。

是神的僕人，將神的律法教導
以色列人。

是神的本體，親自道成肉身啟示
神的道。

使以色列人預備進迦南。 耶穌使相信祂的人確能進天國。

寫下來成為摩西五經。讓人都
能認識神和全人類的關係。

親自降世與人同在，使人認識神
且嚐到在地如在天的深恩。

按神的指示在地上設立神的帳
幕，使以色列人學習敬拜真神。

戰勝了死亡的權勢，使相信祂的
人，能奉主耶穌的名到神面前。

摩西為色列立下了國度的根基，耶穌為新天新地做了房角石。



耶穌的榮耀是什麼？

耶穌是建造房屋的
摩西是房屋，是被建造的

上帝的全家當把思想定位
在耶穌身上。





將可誇的盼望和膽量堅
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
全家事奉：

先父：退休後負責榮光團契、教會協會
兄：退休後赴中台神學院事奉
嫂：第三度在得勝者教育協會事奉
妻：退休後參與更生團契
我：榮光團契、教會協會、大內之光
其他：教會事奉、海外宣教



家庭祭壇

破 冰：分享生活

敬 拜：齊來讚美

神的話：讀經、問題討論、生活
應用

神的工：為國度、國家、教會、
家人及出席者彼此代禱



家庭禮拜



我們若將可誇的盼望和膽量堅
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
國家、社區、教會裡，很多人
有婚姻、家庭破碎的經驗，讓
我們堅定相信上帝，祂會繼續
做成奇妙的工作。雖然我們隨
時會失敗，但神隨時都得勝。



很多弟兄姊妹家庭有挫折：
婚姻、金錢、工作、人際關係
教會的事、台灣的政局…。
主耶穌知道大家的艱難，神要
讓你家全家歸主、耶穌做主、
被神建造，且全家事奉。我們
堅定相信主，持守主道，你家
必要榮耀主。



一、神家成員是神百姓
我家--要全家歸主

二、神家主人是神兒子
我家--要耶穌做主

三、神家成因是神建造
我家--要讓神建造

四、神家關注是神榮耀
我家--要求神榮耀



愛神的家必愛我的家
服事神的家必服事我的家

全家歸主 家庭祭壇

全家裝備 全家事奉

願我家基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