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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是上帝创造的第一个机构。并且通过家庭得以实现上帝创造的目的：“要生养众

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 （创 1:28）。摩西教导以色列的父亲们，坐在家里时，要殷

勤教训⼉女们上帝的诫命（申 6:7）。 保罗在以弗所书 6:4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

⼉女的⽓，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由父亲带领家庭崇拜，不仅使父亲有机

会教导⼉女神的话语，而且还增添了家庭的合一。通过全家一起敬拜上帝，我们宣告 “基

督是我家之主。”  

节日为我们提供了特别的机会“提说耶和华所行的”（诗 77:11）。本手册每月选取

一个节日以供家庭全年敬拜遵循。所有敬拜诗歌选取自 《浸信会赞美诗 2008 版》。本

手册旨在父亲带领下全家老少共同参与敬拜，根据孩子的不同年龄，父亲可以分配他们

承担带领诗歌或者诵读经文等不同职责。让我们不将主荣耀的作为向子孙隐瞒，而是教

导下一代上帝的律法，好叫我们的孩子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惟要守祂的命令。

（诗 7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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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 - 新年  

1. 诗歌: 新年来临 (635); 在基督里 (506)  

2. 经文诵读: 诗篇 90; 腓立比书 3:12-16  

3. 信息:   

 
生命和时间是上帝赐予的宝贵礼物。我们在世的日子与天堂里的永恒比起来非常短暂。盼

望诗篇 90:12成为我们的祷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
心。”依靠神的智慧，我们会知晓我们人生的目的和目标。   

首先，什么是我们的目标？如果我们没有目标，我们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如果目

标设定错了，那就南辕北辙更糟糕了。保罗清楚地知道他的目标是 “要得神在基督

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第二，我们应当 “忘记背后”。这意味着忘记过去的失败；我们应当从过去失败的

教训中学习，而不是让它们成为我们的捆锁。我们还需要忘记我们过去的成功，

好叫它们不会拦阻我们更加努力。  

新年给我们一个新的机会回顾我们人生的目的，并且为新的一年设立目标。作为

一家人，让我们一起朝这个目标前进。 

       4. 分享及应用:  

a. 回顾去年的目标，并分享经验教训。 

b.为全家及每一位家庭成员设立新年目标。 (此项也可以在圣诞节完成)  

c. 最后写下详细的具体目标以便追踪跟进，留心观看神如何引领我们实现这些

目标。  

  5. 祷告:  
亲爱的上帝，我们为着新年向你献上感恩。愿你在这新的一年里赐给我们智慧，耐力和专

注。祝福我们全家及每一位家庭成员的目标，使我们能够成长更加像祢。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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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 - 总统日  
 
       1. 诗歌: 永恒圣父，恩能无边 (643); 如果我的民祷告 (430)                         

       2.  经文诵读: 箴言 8:12-16; 21:1; 29:2, 4, 12, 14; 提摩太前书 2:1-2              

       3.   信息:   

总统日是为叫我们纪念历史上伟大的总统，特别是乔治.华盛顿。华盛顿是一

位熟知祷告重要性的总统。在他离开家去政府服务之前，他妈妈教导他说，“记住

上帝是我们唯一完全确定的信靠。为了祂，我命令你......我⼉，不可忽视暗中祷

告的职责。” 1774 年 6 月, 正当北美殖民地寻求上帝的旨意是否脱离英国的殖民统

治，华盛顿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到教会禁食全天”。 

在告别演讲中，华盛顿论及宗教和道德对国家的重要性：“在所有带来政治繁

荣的性格和习惯中，宗教和道德是不可缺少的支持。”（添加重点） 

在这个总统日，让我们特别为国家的首脑和所有政府的领导人祷告，因为上

帝吩咐我们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祷告，使我们可以敬虔 、端正 、平安无事的度

日 !" 

  4. 分享及应用:  

a. 预先指派一个小孩分享乔治.华盛顿的故事。 

 b. 每个人分享自己最喜欢的总统。  

c. 计划参观历史上一位总统的纪念场所。  

5. 祷告:  
亲爱的上帝，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世上的君王和统治者是你预定的，在这

个总统日，我们特别为我们的_____总统及其内阁官员们祷告，愿他们敬畏上帝并以公平
和智慧领导我们的国家。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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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 – 圣帕特里克节  

1. 诗歌: 我愿常⻅你 (83); 神要开道路 (85)  

2. 经文诵读： 使徒行传 16:1-15; 罗⻢书 10:13-18  

3. 信息:  

上帝是呼召并差派人传福音的那一位。不是上帝需要我们，而是祂拣选我们来做

祂的工。使徒行传这本书并非在第 28章结束; 它在今天仍然继续着。我们今天仍处在

使徒行传第 29章，一个栽培教会的组织被称为 “使徒行传第 29章”。  

年轻的帕特里克 15岁时被绑架到爱尔兰，他被奴役做了 6 年牧羊人。但是他并

非孤单一人；他⼉时学到的对上帝的信心在他里面成⻓为真实。一天他听到上帝告诉

他要逃走。他果真奇迹般地成功返回家乡并成为一个伟大的神学家。但是他永远不能

忘记那些他在爱尔兰⻅到的“野蛮人”。像使徒保罗一样，上帝启示他⻢其顿的意象，

他看⻅一个意象：爱尔兰人民请求他 “回到我们中间再一次与我们同行”。他听从这个

呼召并把他余生完全献给那些曾经绑架他的人。在爱尔兰有许多关于帕特里克的传

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因他顺服神，他把福音带到爱尔兰整个国家。当罗⻢帝国瓦

解后,正是爱尔兰的修道院保留了西方文明。当我们庆祝圣帕特里克节时，我们当纪

念上帝在历史上的作为，以及圣帕特里克的一生。  

4. 分享及应用:  

a. 让一个小孩预先准备分享爱尔兰的习俗和历史。 

b. 分享几个圣帕特里克的传奇或故事 。 

c. 如果上帝呼召，我们愿意为祂去一个陌生的国家吗? 我们将如何为此预备?  

5. 祷告:  

亲爱的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救恩是为万国万族预备的。感谢你为着神国的缘故，

差派宣教士到世界各地。愿你继续差遣你的子民并且预备我们也能够被你差遣。阿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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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 – 复活节  
 

1. 诗歌: 十架大能(32); 因祂活着 (449);   

2. 诵读经文: 约翰福音 20:1; 哥林多前书 15:3-6  

3. 信息:   

复活节是基督教最重要的节日。早期的基督徒在星期天纪念主耶稣的复活。复

活是在约翰福音 21章记载的历史事实。在哥林多前书 15章, 保罗写道：基督为我们

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耶稣的复活揭示了三个重要

意义： 

a. 对死亡的胜利: 哥林多前书 15:55  

   我们从死亡的权势中被释放出来，不再受它的辖制。  

             b. 一个全新的生命: 罗⻢书 6:3-4  

    耶稣复活的大能给与我们一个新生命。  

c. 对未来的盼望: 哥林多前书 15:22  

   耶稣是复活初熟的果子，有一天我们都要像祂那样从死里复活。  

4. 分享及应用:  

a.  让已经受洗的父母和孩子再次分享他们信主的⻅证，以及属灵路上与

神同行的经历。  

b.  这是一个父亲向⼉女传福音并邀请他们接受耶稣为做们个人救主的好

机会。  

5. 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差派你的独生子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

上，使祂从死里复活，因此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愿复活的大能活在我们的生命中

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好叫我们活出被神呼召的生命⻅证。阿们！ 



吹号者事⼯                                               全年家庭崇拜手册                                     郑立新牧师 

五月 - 母亲节  
 
           1. 诗歌: 永远在主里欢欣 (586); 美哉主耶稣 (47)  

2. 经文诵读: 创世纪 2:18-24; 撒母耳记上 1; 提摩太后书 1:5; 箴言 31:10-31  

3. 信息:  

今天是母亲节，感谢上帝赐给我们一位爱我们照顾我们的妈妈。我们将从

圣经中学习三种不同的母亲角色:  

a. 夏娃 - 一位丈夫的帮手: 创世 2:18-24  

为人母之前，先为人妻 - 做丈夫合宜的帮手。做帮手不意味着妻子的地

位低于丈夫，而是上帝命定丈夫和妻子各自的职责与家庭角色不同。  

b. 哈拿 - 一位祷告的母亲: 撒母耳记上 1  

哈拿在愁苦中转向上帝，并且她把⼉子献与神。  

c. 提摩太的妈妈和祖母:提摩太后书 1:5  

把属灵的财富传承给下一代是子孙能得到的最好的礼物。  

             4. 分享及应用:  

a. 让每个人向妈妈表示感谢，并询问妈妈自己能够在哪些方面帮助妈妈。  

b.  让女孩分享自己将来想成为什么样的妻子和母亲。  

c.   让男孩分享自己将来想娶什么样的妻子。 

d.  父母亲分享当年怎样相识。   

5. 祷告:  

亲爱的主，感谢你给我这么好的妈妈。求你今天特别祝福她，无论她做什

么都使她成功并在你眼里蒙恩。求你使我们的女⼉成⻓为敬虔的母亲，使我们

的⼉子娶到敬虔的妻子。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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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 - 父亲节 
 

1.诗歌: 愿我家基督化 (653); 信徒应当奋起 (373)                                             

2. 经文诵读: 箴言 17:6  

3. 信息:  
 
父亲是家庭、教会和社会的关键人物。今天我们将学习父亲角色的四个不同特征： 

a.父亲的角色: 以弗所书 5:23-25  

父亲是家庭的头。这意味着父亲是一个家庭的领导。做父亲领导一个家

的第一步是爱妻子如同耶稣爱教会，为教会舍命。   

b. 父亲的工作: 以弗所书 6:4; 歌罗西书 3:21  

不应该做的事: 惹⼉女的⽓。  

应该做的的事：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女。  

c.  父亲的祝福: 创世纪 27:34; ⻢太福音 3:16-17  

父亲给⼉女的祝福对⼉女有属灵的影响  

d. 父亲的心: 玛拉基书 4:5-6  

我们的社会正在经历这样的咒诅，因为许多父亲没有把他们的心转向  

⼉女。 

4. 分享及应用：  

a. 让每一位家庭成员对爸爸表达感谢。  

b. 父母分享他们各自父母的故事和照片使孩子们能够了解家族传承。.  

5. 祷告:  

父亲给每一个孩子祝福，按照⻢太福音 3:17 的模式: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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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 - 独立日  

1. 诗歌: 星条旗永不落 (644); 为你，我的国家 (646)  

2. 经文诵读: 诗篇 33; 历代志下 7:14  

3. 信息:  
独立宣言是我们国家的出生证明。它明确声明所有的人是上帝创造，并且

我们的权利是不可剥夺的，因它们是上帝赋予的。基督教信仰在我们国家扮演重

要的角色。毫无疑问美国是建立在犹太基督教信仰原则上的国家。这可由众多的

文件、法律和历史遗迹予以佐证。 

- 镌刻在自由钟上的文字出于利未记 25:10, “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  

- “我们信仰上帝”是我们国家的座右铭，印在硬币和纸币上。 

   - 十诫和摩西在美国最高法院建筑物内随处可见。 

- 国会会议以祷告开始，这个传统始于 1774年。 

- 当总统或其他联邦政府官员就职时，他们将手放在圣经上宣誓，以 “上帝帮助我”

结束誓言。 

基督教对我们国家有着深远的影响，因为在这片土地上有许多敬畏上帝的基督

徒。因此我们看到上帝祝福这片土地。但是我们国家正在渐渐远离上帝，我们的

国家需要回转向上帝。  

4. 分享及应用:  

 a. 读一部分《独立宣言》，看看你知道几位签署者。  

b. 试着列举其他基督教传承影响美国的例子。 

c. 计划参观一些显示基督教传承的历史景点。 

             5. 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在历史上一直以来祝福这个国家。请饶恕我

们，当我们日子繁荣时我们远离你。我们当谦卑转离邪恶的日子，愿你垂听我们

的祷告医治这地。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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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 - 宣教日 (戴德生)  

1. 诗歌: 我们有一个故事传给万邦(356); 人们需要主（359）                          

2. 经文诵读: 马太福音 9:35-38; 28:18-20  

3. 信息:  
 

中国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1860年在给其姐妹的书信中写道： “假设我有千磅英

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不是中國，而

是基督。這樣的救主，我們為祂所做的，會嫌太多嗎？”   

戴德生 21岁时航海来到中国，此后留在中国 51年。他的 后代直到今日仍然在继续服侍

中国人民。当时中国终于对西方打开门户，但没有一家宣教机构愿意资助戴德生，所以

1865年他在中国成立了中国内地会。透过中国内地会，成千上万宣教士来到中国。的确

如他所说，他给了中国上千条生命。 

在耶稣升天之前，祂赐下大使命给门徒，吩咐他们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宣教是上帝的心

跳。当耶稣 “看到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上

帝让基督徒留在世上是为了宣教，教会的职责是执行大使命，在天堂没有宣教工作可做。

盼望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积极投身于宣教事工。 

4. 分享及应用:  

a. 讨论我们应当对谁传讲福音，以及我们应当如何行动。                            

b. 为参加一个海外短宣旅行做准备并为此祷告。  

c. 分享上帝将哪个国家或地区的负担放在你心里，以及其原因。 

5. 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透过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恩。让我们以你的心肠看

待那些失丧的人，并积极参与当地及全球的宣教事工。我们盼望看到各国各

族的人都能够认识你。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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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 – 吹角节 (犹太新年)  
 

1. 诗歌: 主手所造 (11); 主要来临 (291)                                                             

2. 经文诵读:  诗篇 81; 利未记 23:23-25  

3. 信息:  

吹角节 (Rosh Hashanah: 犹太文字面上的意思是 “一年之首”) 是犹太民事历

的新年。人们以吹响山羊角制成的号角来庆祝。犹太人相信这一天是世界的生

日。吹响号角象征以下重要性： 

a. 岁首标志创造之初；我们赞美将荣耀归给造物主。 “用号和角声，在大君

王耶和华面前欢呼！” (诗篇 98:6).  

b.  这个节日提醒我们上帝对亚伯拉罕的恩典，上帝预备了山羊代替以撒。

以撒是基督的预表 (Heb 11:17-19)。 

 c. 号角是战时使用的，它提醒我们基督徒处于属灵争战中。然而我们知道

因为主耶稣已经击败撒旦，当我们披戴基督时，我们能够胜过仇敌。 (以弗

所书 6:11-13).   

d. 这个节日提醒我们基督再来。当上帝的号角吹响时，基督会从天而降，

我们与主会在空中相遇。 (帖撒罗尼迦前书 4:16-17)  

4. 分享及应用:  

a. 买一个玩具喇叭或制作一个纸号角让孩子们吹。  

b. 我们家庭或个人正面临哪些属灵争战？我们怎样穿戴上帝全副军装来争战？  

c.  我们怎样做上帝所造物更好的管家?  

5. 祷告:  

亲爱的上帝，你是万物的创造者。我们为你奇妙的创造感谢你赞美你。我

们感谢你，因你应许基督会再来，带我们进入你的新天新地。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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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 - 改革日  

1. 诗歌: 坚固保障 (656); 教会兴起 (663)  

2. 经文诵读: 罗⻢书 5:1-11  

3. 信息:  

1517 年 10 月 31 日, 德国牧师、维滕⻉格大学教授⻢丁.路德，在维滕⻉格

城堡教会的大⻔上张贴 95条论纲，揭开了新教改革的序幕。路德对罗⻢天主

教会的腐败深感担忧，导火索是天主教会出售赎罪券。罗⻢天主教相信炼狱是

人死后在去天堂之前偿清罪债的地方。那时天主教会鼓励人们为死去的亲人购

买赎罪卷，以减少他们炼狱的时间。 

路德从来不曾打算开始一个改革，他的纲论只是为了辩论。然而许多人都

在等待这第一枪。不久改革的⻛暴席卷整个欧洲大陆。路德确认基督徒得救是

因信心而非因行为。当路德站在罗⻢帝国皇帝面前，他被命令收回他发布的观

点，他拒绝这样做，而是坚定地说：“我坚持我的观点，除此以外不能做别

的。上帝帮助我。阿们！”  

路德的余生致力于教会改革。除了将圣经翻译成德文以外，他还写了许多

赞美诗。上帝 “偶然”使用一个人来实现祂伟大的计划。   

4. 分享及应用:  

a. 分享一个你必须坚定捍卫真理的情形。  

b. 在哪些方面上帝可能呼召我们坚守祂的真理? 我们该怎样预备好自己?  

5. 祷告:  

亲爱的上帝，感谢你保护并引导我们的教会。谢谢你差派你的独生子耶稣

基督为我们而死，所以我们能够因信心得救，而非因行为得救。我们为路德而

感谢主，他能够大胆地说出并坚定地捍卫真理。愿我们能像路德那样在现今的

时代宣扬你的真理。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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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 – 感恩节  

1. 诗歌: 你的信实广大(96); 感恩的心 (576)  

2. 经文诵读: 诗篇 103  

3. 信息:  

1620 年 9 月 16 日, 一群清教徒因追求信仰自由，乘“五月花”号离开英国

驶向新世界（现在的美国）。历经几个月艰难的海上航行，他们终于在 12

月 26 日抵达⻢萨诸塞州，此后在此建立普利茅斯殖民区。 

新世界的生活非常艰苦。103位清教徒中，51 位在第一个严冬中死去。

当春天来临时，他们与几位印第安人熟悉起来。其中有一位叫司光托，他曾

被绑架到欧洲做过奴隶。然而一位基督教修道士将他买下来，并教授他英语

及基督教信仰。后来，司光托辗转返回家乡，却发现他的整个部落全部死于

欧洲探险者带来的瘟疫。但是上帝透过预备并保留司光托及时供应清教徒一

切所需。司光托使用流利的英语教清教徒在新世界如何生存。第一个丰收之

后,清教徒邀请印第安朋友们一起庆祝，并向上帝献上感恩。 

4. 分享及应用:  

a. 父母分享刚刚来到美国时的情形。  

b. 每个人分享向上帝感恩的事。  

c. 分享彼此感恩的事。  

5. 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生命的每个阶段与我们同在。不论顺境或

是逆境，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并且引领我们。帮助我们有一颗感恩的心，总

是信靠你，甚至在困境中。让我们成为一个凡事谢恩并信靠你的人。奉主耶稣

基督的名，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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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 – 圣诞节  

1. 诗歌:  欢乐颂 (181); 齐来，宗主信徒 (199); 平安夜，圣善夜 (205)                    

2. 经文诵读: 路加福音 2:1-19  

3. 信息:  
历史是祂的故事:  

凯撒.奥古斯都在统治，可是上帝在掌权。上帝让凯撒进行人口统计来实现关有耶

稣降生的预言。箴言 21:1说： “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陇沟的水随意流转。”  

我们从耶稣降生学习到以下几点:  

a. 福音是对所有人的 (第 10-11节)  

耶稣降生是大喜的消息，因祂是救主，是基督，是主，祂为所有的人降生

于世。  

b. “让我们去看看所成的事” (第 15节)  

我们得知福音，但还需要采取行动去并且看。牧羊人急忙去了，没有丝毫

耽延。  

c. 传开福音 (第 17节)  

我们需要把福音传给其他人。  

d. 回去后有一个新灵 (v20)  

当我们找到上帝（或者说上帝找到我们)后，我们的心充满喜乐，带着

一个新灵回到日常生活中。  

4. 分享及应用:  

a. 父母分享每个孩子出生的经历及照片。                                                               

b. 每人分享最喜欢的圣诞节经历。  

c. 我们怎样在心里为耶稣预备地方?  

5. 祷告:  

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差派你的⼉子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架上。谢谢你耶

稣，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可是你谦卑地降生在⻢槽里。愿我们不但让你

在我们心中做王，并且把福音传给他人。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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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號者事⼯  
Trumpeter Ministries Inc.  

宗旨:	 

幫助華⼈⽗母和教會了解當前影響下⼀代的議題，進⽽裝備他們建⽴⼀個鞏固的家庭，

使得信仰能被培養和傳承。 

事⼯簡介:  

⼀、警戒危險  

舉辦搶救下ㄧ代 , 全家復興世代傳承等線上講座和實體特會。  

⼆、集結⾏動  

舉辦聖經世界觀培訓 , 裝備基督 徒和教會如何⾯時代的挑戰並活出聖 經世界觀 , 創造天

國新⽂化。適合教會 主⽇學或⼩組培訓使⽤。英⽂聖經世 界觀課程適合青少年以上學習

使⽤。  

三、ㄧ起爭戰 
  
          透過定期舉辦年度大會, 月會, 分區聚會, 推廣培訓華人基督徒做在家教育
(homeschooling)。 
   
 四、ㄧ同歡慶 
  
        舉辦聖地和土耳其學習之旅。 

創辦⼈ : 

Pastor Lenny Cheng 鄭⽴新牧師從⼩成 長於台灣 , 在⾼中時決志信主 , 為第 ⼆代基督徒 . 

赴美取得電腦碩⼠後， 於紐約⾦融界擔任電腦⼯程師多年。 2001 年起擔任帶職英⽂堂區

牧 , 2007 年蒙召至美南浸信會神學院進修道學 碩⼠， 2010 年至 2021 年六⽉擔任紐 約豐

收靈糧堂英⽂堂牧師。 2021 年七 ⽉開創「吹號者事⼯ Trumpeter Ministries 」推廣 : 「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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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下⼀代」、 「每⽇靈修」、「聖經世界觀」和 「在家教育」等事⼯。鄭牧師與師母 育

有四個成年女兒並皆在家教育 (homeshooling, k-12) 。  

奉獻方式 Donation Methods: 
  (仍在申請IRS免稅中, still under IRS tax exemption application) 
  
 1. 支票 By check :  
      Title: Trumpeter Ministries Inc. 
      Mail to: 54-47 Little Neck Pkwy,    
                    Little Neck, NY 11362 
 2. By Zelle: 
     Send fund to     
     TrumpeterMinistries@gmail.com                                          
 請註明Memo: name, email, phone,   
                          [address] 
  
 聯絡和關注方式: 
  
 Email:      
      TrumpeterMinistries@gmail.com 
  
 Tel: 646-577-3085 
 Telegram Channel:    
            https://t.me/Trumpeter7 
 YouTube: 吹號者Trumpeter 
 Blog:  trumpeter.blog 
 WeChat: UnixExpert 
 Website: trumpeterministriesinc.org 
  
 英文每日靈修: 
 Monday – Friday 週ㄧ到週五: 
      1) 8 am - 8:40 am EST (5 am PST,  
          7 am CST, 8 pm 北京) 
      2) 5 pm - 5:40 pm EST (2 pm PST,  
          4 pm CST, 5 am 北京 週二到週六) 
  
 Zoom ID: 973 192 2264     
 Passcode: 123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