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 又當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順服 

22 你們作妻子的、當順服自己的丈
夫、如同順服主． 

23 因為丈夫是妻子的頭、如同基督
是教會的頭．祂又是教會全體的
救主。 

24 教會怎樣順服基督、妻子也要怎
樣凡事順服丈夫。 

以弗所書 Ephesians 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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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要用水藉著道、把教會洗淨、 
成為聖潔、 

27 可以獻給自己、作個榮耀的教
會、毫無玷污皺紋等類的病、
乃是聖潔沒有瑕疵的。 
 

以弗所書 Ephesians 5 



28 丈夫也當照樣愛妻子如同愛自
己的身子．愛妻子、便是愛自
己了 

29 從來沒有人恨惡自己的身子、
總是保養顧惜、正像基督待教
會一樣． 

30 因我們是祂身上的肢體。 

 

以弗所書 Ephesians 5 



31 為這個緣故、人要離開父母、
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 

32 這是極大的奧秘、但我是指
著基督和教會說的。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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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弗所書 Ephesians 5 



1 你們作兒女的、要在主裡聽從父
母、這是理所當然的。 

2，3 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
世長壽．這是第一條帶應許的誡
命。 

4 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
只要照著主的教訓和警戒、養育
他們。 

以弗所書 6 



美國的離婚率 Divorce Rates in America 

百分之四十一的第一次婚 
  姻以離婚結束 41 percent of  first  

                        marriages end in divorce. 

百分之六十的第二次婚姻以 
  離婚結束 60 percent of second  

                         marriages end in divorce.  

百分之七十三的第三次婚 
  姻以離婚結束 73 percent of  

            third marriages end in divorce. 



美國的離婚率 Divorce Rates in America 

約每36秒就有一對離婚， 

  也就是每天有2400對離婚， 

  每週有16800對離婚，每年 

  有876000對離婚  
There is one divorce approximately 

every 36 seconds. That's nearly  

2,400 divorces per day, 16,800 

divorces per week and 876,000 

divorces a year. 



 一.神對家的心意 God’s Family Plan 

1.藉著家庭生活，神要我們學習： 
 

 像耶穌一樣的愛人 
 

 像耶穌一樣的順服 
 
 在基督裡建造和諧愛的家庭和 
  教會Build a loving family and church 

 

Through family life, God wants us to learn ： 

Love like Jesus loves us 

Submit like Jesus submits to the Father 



 一.神對家的心意 God’s Family Plan 

2.和諧愛的家庭是建造健康，成熟 
  教會的重要因素之一 Loving families  

          are required to build a healthy, mature church 

3.和諧愛的家庭是一個健康社會的 
    基礎 Loving families are the foundation of a  

                   healthy society 



七座山異象 Seven Mountains 
賽2：2 

末後的日子
耶和華殿的
山必堅立,
超乎諸山,
高舉過於萬
嶺. 萬民都
要流歸這山. 

家庭 

媒體 

藝術和娛樂 
媒體 

政府 

教會 

商業 



4.神對教會終極的計劃: 成為新婦 

以弗所書 Ephesians 5 

 一.神對家的心意 God’s Family Plan 

God’s ultimate family plan for the church: become a bride 

27 可以獻給自己、作個榮耀的教會、
毫無玷污皺紋等類的病、乃是聖
潔沒有瑕疵的。 

32 這是極大的奧秘、但我是指著基
督和教會說的。 



 二.建立愛的家庭的十二根柱子 
  Twelve Pillars of a L oving  Family 
1.L ay down yourself  放下自己 

腓立比 Philippians 2 
5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6 他本有 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 神同 
  等為強奪的． 
7 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 
  樣式． 
8 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 
  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二.建立愛的家庭的十二根柱子 
 
2.O neness    合一 

創世紀2 

22 耶和華 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
造成一個女人、領他到那人跟前 

23 那人說、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可以稱他為女人、因為他是從男人身上
取出來的。 

24 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
人成為一體。 

 Twelve Pillars of a Lo ving  Family 



2.O neness    合一 
加 Galatians 3：26  所以，你們因信  
       基督耶穌都是神的兒子. 
羅 Romans 12:5 我們這許多人、在基 
       督裡成為一身、互相聯 
       絡作肢體 
林前 1 Corinthians 12：27 你們就是基 
     督的身子並且各自作肢體 

我
們
都
有
神
的 

DNA 

 二.建立愛的家庭的十二根柱子 
  Twelve Pillars of a Lo ving  Family 



 二.建立愛的家庭的十二根柱子 
 
3.V ia the Cross   經過十字架 
加 Galatians 2:20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 

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 

羅Romans6:6 因為知道我們的舊人、和祂同釘 
     十字架、使罪身滅絕、叫我們不再作 
     罪的奴僕． 

加 Galatians 5:24 凡屬基督耶穌的人、是已經 
      把肉體、連肉體的邪情私慾、同釘在 
      十字架上了。 

 Twelve Pillars of a Lov ing  Family 



4. I n Christ   在基督裡 

約John 15:5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 
  常在我裡面的、我也常在他裡面、這 
  人就多結果子． 

 二.建立愛的家庭的十二根柱子 
  Twelve Pillars of a Lovi ng  Family 



耶穌 



耶穌 

提
升 

關係親密 



 二.建立愛的家庭的十二根柱子 
 
5. N ot about my need 不是為了我的 

                       需要而是為了神的榮耀  

林前  
1 Corinthians 10:31   

所以你們或喫
或喝、無論作
甚麼、都要為
榮耀神而行。 

 Twelve Pillars of a Lovin g  Family 



 二.建立愛的家庭的十二根柱子 
 
6. G uard the Garden 守護家園 

雅歌Song of Songs 2:15 要給我們擒拿狐狸、
就是毀壞葡萄園的小狐狸．因為我們的
葡萄正在開花。 

賽Isaiah 27:3 我耶和華是看守葡萄園的、 
    我必時刻澆灌、晝夜看守、免得有 
    人損害 

 Twelve Pillars of a Loving  Family 



 二.建立愛的家庭的十二根柱子 
 

1.L ay down yourself  放下自己 
2.O neness        合一 
3.V ia the Cross         經過十字架 

4.I n Christ           在基督裡  
   5.N ot about my need  

  不是為了我的需要而是為了 

            神的榮耀  

 Twelve Pillars of a Loving  Family 

6.G uard the Garden 守護家園 



 二.建立愛的家庭的十二根柱子 
 
7. Face issues—communicate 面對問題 
                                            —正面溝通 

31一切苦毒、惱恨、忿怒、嚷鬧、毀
謗、並一切的惡毒、都當從你們中
間除掉 

32 並要以恩慈相待、存憐憫的心、彼
此饒恕、正如神在基督裡饒恕了你
們一樣 

 Twelve Pillars of a Loving  F amily 

弗Ephesians 4:31-32 



 二.建立愛的家庭的十二根柱子 
 
8. Attention    關注 

3:4 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兒女凡事
端莊順服. 

3:5 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
照管神的教會呢。 

5:8 人若不看顧親屬、就是背了真
道、比不信的人還不好．不看顧
自己家裡的人、更是如此。 

 Twelve Pillars of a Loving  Fa mily 

提前 1 Thessalonians 



 二.建立愛的家庭的十二根柱子 
 

林前 1 Corinthians 11:3 我願意你們知道、基督 
              是各人的頭．男人是女人 

              的頭、神是基督的頭 
提前 1 Thessalonians 2:8 我願男人無忿怒、無 
        爭論、舉起聖潔的手、隨處禱告。 

提前 1 Thessalonians 2:13 因為先造的是亞當、後 
                造的是夏娃 

林前 1 Corinthians 11:7 男人…是神的形像和榮 
             耀、但女人是男人的榮耀。 

 Twelve Pillars of a Loving  Fam ily 
9.Manhood/Brotherhood弟兄的重要性 



 二.建立愛的家庭的十二根柱子 
 
10. In pain, but love   在痛苦中，還是愛 

4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
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5 不作害羞的
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
算人的惡．6 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7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
耐。8 愛是永不止息 

路加 Luke 15：11-24 浪子的故事-父親的愛 

 Twelve Pillars of a Loving  Fami ly 

林前13:4-8 



 二.建立愛的家庭的十二根柱子 
 
11. Life up the young  generation 成全年輕一代 

路 Luke 22:31 主又說、西門、西門、撒但
想要得著你們、好篩你們、像篩麥子一
樣．32 但我已經為你祈求、叫你不至於
失了信心．你回頭以後、要堅固你的弟
兄。 

提前 1 Thessalonians 1:18 我兒提摩太阿、我
照從前指著你的預言、將這命令交託你、
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 

 Twelve Pillars of a Loving  Family 



 二.建立愛的家庭的十二根柱子 
 
12. Yield fruit      結出果子 

加 Galatians 5:22  

聖靈所結的果子、
就是仁愛、喜樂、
和平、忍耐、恩
慈、良善、信實、
23 溫柔、節制． 

 Twelve Pillars of a Loving  Family 



 二.建立愛的家庭的十二根柱子 
 

1.L ay down yourself  放下自己 
2.O neness        合一 
3.V ia the Cross         經過十字架 

4.I n Christ           在基督裡  
   5.N ot about my need  

  不是為了我的需要而是為了 

            神的榮耀  

 Twelve Pillars of a Loving  Family 

6.G uard the Garden 守護家園 



 二.建立愛的家庭的十二根柱子 
 

7.  Face issues-communicate   

           面對問題-正面溝通 
8. Attention     關注 

9. Manhood/Brotherhood 弟兄的重要性 
10. In pain but love  在痛苦中還是愛 

11. Lift up the young generation 

        成全年輕一代 
12. Yield Fruit     結出果子 

 Twelve Pillars of a Loving  Family 



三. 三個婚宴 Three Marriages 

Ω迦拿婚宴 Marriage of Cana 約翰 John 2：1-11  

Ω羔羊婚宴 Marriage of the Lamb 啟Revelation 19:7-9  

Ω亞當和夏娃婚宴 Marriage of Adam and Eve   

                                         創世紀 Genesis 2:2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