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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TE
FAMILY

生命的流露

“家庭”不是“法庭”

家是讲情、讲爱的地方。

法庭是讲理讲法的地方。

男人在信仰上对家庭之影响力

若小孩先来教会 – 3.5% 的家庭成员会跟着来教会

若妻子、母亲先来教会 – 17% 的家庭成员会跟着来教会

若父亲/丈夫先来教会 – 93% 的家庭成员会跟着来教会

- Promise Keepers

稳定的夫妻关系 –神在上面

神

夫 妻

Stable husband and wife relationship - God above

不稳定的夫妻关系 –神在下面

神

夫 妻

Unstable relationship - God below

不健康的关系 –神在旁边，丈夫在妻子上面/
神在旁边，妻子在丈夫上面

妻

神 夫

夫

神 妻

Unhealthy relationship - God is next to, husband is above wife / 
God is next to, wife is above husb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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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的夫妻关系 –神在上面

 重点：要连结与天父上帝，知道自己的身份。

我是谁？Who am I ?

1. 蒙恩的罪人
The sinner of grace

我们本来就是污秽不堪的，是神的恩典成就了我们，我们

原本就没有可夸的，所以不必跟丈夫与妻子比较，也无需
骄傲。

2. 蒙爱的儿女
Loving children

我们是天父上帝所爱的儿女，要跟祂连接，心中有耶稣，
就能胜过恐惧担忧。

3. 蒙召的仆人
The servant who was 
called

神在我们身上有命定。男人生命最高的呼召是修理看守神
给他的园子；女人生命最高的呼召，就是成全及帮助丈夫
去完成神在祂生命中的呼召。

神

夫 妻

夫三守、妻三放！

夫三守 妻三放

1. 守心（箴4:23）
Keep your heart

放心（诗127:1）
Take it easy!

2. 守意（罗12:2）
Keep your mind

放手（太6:8）
Let go!

3. 守眼（伯31:1)
Keep your eyes

放松（诗68:19）
Relax!

夫三守：守心 Keep your heart

Keep thy heart with all diligence; 
for out of it are the issues of life.
（箴 Proverbs 4:23）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或作你要切
切保守你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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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三放：放心 Take it easy!

Except the LORD build the house, they 
labour in vain that build it: except the 
LORD keep the city, the watchman 
waketh but in vain.（诗 Psalms 127:1）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
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
儆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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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三守：守意 Keep your mind

And be not conformed to this world: 
but be ye transformed by the 
renewing of your mind, that ye may 
prove what is that good, and 
acceptable, and perfect, will of 
God.（罗 Romans 12:2）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
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2
妻三放：放手 Let go!

Be not ye therefore like unto them: for 
your Father knoweth what things ye 
have need of, before ye ask him.
（太 Matthew 6:8）

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
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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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三守：守眼 Keep your eyes

I made a covenant with mine eyes; 
why then should I think upon a 
maid?（伯 Job 31:1）

我与眼睛立约，怎能恋恋瞻望处女呢？

3
妻三放：放松 Relax !

Blessed be the Lord, who daily 
loadeth us with benefits, even the 
God of our salvation.（诗 Psalms 
68:19）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
是应当称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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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学习每天守心守意守眼的操练，活
出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身教），过一个敬虔的
生活。

妻子：学习每天放心放手放松的操练，将
大事小事仰望交托给全能神，每天进入祂的安
息中。尽情地欣赏身边一切大自然的美丽，享
受与人亲密的互动。你会发现活在这世界上是
一种享受不是一种忍受。

3“R’s” for marriage 婚姻三R

3“R’s” for marriage

1. No Reserves 毫无保留

2. No Returns 决不言退

3. No Regrets 无怨无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