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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       补充 8 
 

[教会与文化] 
与死去的祖先之关系 

 

简介。基督徒有神赋予的责任去改变他们个人的世界观、思想、真理、信念、信仰、价值观、经验、行为、关

系和制度，以符合神的国度文化！在这课教学中，我们将思考我们与死去的祖先的关系。 
 

人在某些文化中非常重视个人与死去的祖先的关系。死去的祖先的灵魂被认为是存在： 

• 在他们曾经住过的家里 
• 在埋葬他们尸体的坟墓里 
• 在某个特殊的地方，例如一座寺庙 
• 或他们曾穿戴或放在他们家里的护身符 

 

圣经对死去的祖先的灵魂有什么教导？ 
死去的祖先的灵魂和邪灵有什么区别？ 
 

A. 死去的祖先的灵魂之住处 
 

阅读  路加福音 16:22-23。  
发掘及讨论。祖先在身体上死去后的灵魂会在那里？ 
 

笔记。当不信的人死去时，他们的灵 (魂) 会立即下地狱，在那里他们遭受折磨。「地狱」这地方是： 

• 「神没有为自己显出证据来，没有如常施恩惠如从天降雨或赏赐丰年，没有提供人饮食饱足或满心喜乐」

(使徒行传 14:17)。 
• 「你离开了主的面、荣光和权能」 (帖撒罗尼迦后书 1:9)。 
• 「你感觉被神离弃」(马太福音 27:46)! 
• 「你不能死，你的痛苦和悲伤不能灭」 (马可福音 9:48)。 

 

但当基督的信徒死去时，他们的灵 (魂) 立即去天堂，在那里他们将永远活在基督的面前 (传道书 12:7；约翰福

音 14: 1-3；哥林多后书 5:1-2；腓立比书 1:23；启示录 6:9-11；启示录 20: 4)。 
 

因此，死去的祖先的灵魂不是在地狱，便是在天堂，永远不会出现在地上！这个真理应该会促使基督徒儿童在

地上还活着时，与他们的非基督徒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员分享福音！ 
 

B. 死去的祖先的灵魂对地上的人之影响 
 

阅读  传道书 9:5-10。  
发掘及讨论。处于死亡状态的人对地上其他人可能有什么影响？ 
 

笔记。当一个死去的人的身体躺在坟墓里时，他的灵魂不是在地狱里， 便是在天堂。圣经清楚地教导，死人

的灵(魂)和地上的人的生活没有任何关系！死去的祖先的灵魂不在地上，他们对地上任何人或事件不能有什么

影响！ 
 

• 死去的祖先的灵魂并不居住在他们以前居住过的房子里。 
• 死去的祖先的灵魂并不居住在埋葬他们尸体的坟墓里。 
• 死去的祖先的灵魂并不居住在他们可以被记住、尊敬或甚至崇拜的寺庙里。 
• 死去的祖先的灵魂不能储存在曾穿戴的护身符。 

 

死去的祖先的灵魂不存在地上任何地方！祖先的灵魂只有在地狱 (如果他们是非基督徒) 或天堂 (如果他们是基

督徒)。圣经清楚地教导，死去的祖先的灵魂不能对地上的人表现出仇恨或嫉妒。他们不能为自己报复，也不

能以任何方式伤害人，因为他们根本不能对任何人或任何事件有任何影响！ 
 

C. 向死人的灵魂求助 
 

发掘及讨论。为什么人向死人的灵魂求助是没有用的？ 
 

1. 死去的祖先的灵魂对地上的人或事件一无所知。 
 

阅读  传道书 9:5-10。 
 

笔记。他们没有智慧给地上的百姓提供明智的忠告。他们不能影响地上的人的计划。他们不能帮助地上的人，

因为他们不在地上！圣经教导说，人死后的灵魂不能再参与地上的任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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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邪灵可以模仿死去的祖先的灵魂。 
 

阅读  撒母耳记上 28:8-14；约翰福音 8:44；哥林多后书 11:14。  
 

笔记。当扫罗王去求问一个交鬼的人时，他以为听见死去的先知撒母耳说话。然而，这很可能是一个恶魔伪造

撒母耳的声音。扫罗没有看见撒母耳，甚至那交鬼的人也没有说她看见撒母耳。相反的，她只看到 「一个灵 
(属于神明或邪灵世界) (希伯来文：elohim)从地里上来，看似一个身穿长衣的老人」(撒母耳记上 28:13-14)。 

 

那些相信死人的灵魂可以被联系或可以对这个世界有影响的人，都被邪灵或恶魔所欺骗。他们都是骗子，而耶

稣指出魔鬼乃是所有谎言之父 (约翰福音 8:44)。使徒保罗也教导说，魔鬼伪装成或装作真实的他以外的人 (哥
林多后书 11:14)。扫罗和妇人真正看见的，不是离开了的撒母耳的灵，而是模仿撒母耳声音的邪灵或恶魔。 
 

D. 向死去的基督徒的灵魂求助 
 

阅读  约伯记 14:21；以赛亚书 63:16；希伯来书 7:25；约翰一书 2:1。  
发掘及讨论。为什么基督徒不可向死去的基督徒 (圣徒) 的灵魂求助？ 
笔记。有些人认为可以请求那些特别著名的基督徒(被称为「圣人」)死去后的灵魂，在天上(向神、耶稣或马利

亚) 为他们祈求。这些人尊崇 (以深深的尊重或热情的接受) 这些所谓的 「圣人」，渴望他们的代祷和帮助。 
 

然而，圣经清楚地教导，死去的圣徒的灵魂对地上的人和事件是毫无意识的，也不参与地上的人和事件。约伯

认为死人的灵魂不知道他们在地上的孩子是变得富裕还是仍然非常贫穷。根据以赛亚书的记载，亚伯拉罕和雅

各的离世灵魂都不能看见或听见地上发生在他们后裔身上的事。 
 

唯一能为基督徒在地上祈求的人是耶稣基督！因此，基督徒不可向所谓的 「教会圣人」或他们的祖先祈祷。

相反的，圣经教导基督徒只可奉耶稣基督的名和在圣灵的引导下，向父神祷告 (马太福音 4:10)。 
 

E. 向邪灵或恶魔求助 
 

发掘及讨论。为什么人不可向邪灵或恶魔求助？ 
 

笔记。那些声称他们能与死去的祖先 (家庭成员) 的灵魂交流的现代巫师或灵媒 (算命师)， 实际上是在与邪灵

或恶魔交流！邪灵或恶魔是说谎和欺骗的堕落天使。人可以与之交流的良好的灵或使者根本不存在。唯一能让

人接触的良好的灵就是圣灵！祂提醒人有关耶稣的话，引导他们进入所有的真理， 使他们知道未来和荣耀耶

稣基督 (而不是一个或另一个离世的祖先) (约翰福音 14:26；约翰福音 16: 13-16)！ 
 

1. 邪灵是虚假的使者。 
 

阅读  哥林多后书 11:14。保罗警告基督徒，邪灵或恶魔是伪装和假冒的专家。他们可以假装是基督的使者，而

在现实中他们却是魔鬼的使者！他们可以假装是你的祖先，而在现实中他们却是邪恶的灵！ 
 

2. 邪灵发出虚假的信息。 
 

阅读  申命记 18:20-22；耶利米书 23:25-26；提摩太前书 4:1；马太福音 4:5-6；约翰福音 8:44。 
保罗警告基督徒，邪灵 (恶魔) 教导错误的道理，他们欺骗人。他们可以给那些相信他们的人虚假的信息、虚假

的梦和异象、虚假的感觉和经验、以及许多虚假的教义等，这些似乎是来自神，但实际上是来自魔鬼！ 
 

魔鬼甚至引用圣经来欺骗人！他试图借着断章取义的引用圣经来欺骗耶稣 (路加福音 4:9-11)。耶稣基督警告基

督徒：「魔鬼是一个说谎的人，他是所有谎言的父亲」。因此，基督徒应该总是用圣经的明确教导来测试传道

者的信息和人的梦、异象和经历！  
 

3. 神禁止人接触灵魂。 
 

阅读  申命记 18:9-13；利未记 19:31；20:6,27；以赛亚书 8:19-20。  
神禁止人接触死去的祖先的灵魂、邪恶的灵、巫师 (算命者) 和各种神秘的行为！以赛亚书 8:19-20 这样写道：

「有人对你们说：『当求问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就是声音绵蛮，言语微细的。』你们便回答说：『百姓不

当求问自己的神吗？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

得见晨光」。 
 

圣经禁止基督徒咨询任何灵体，并命令基督徒只聆听神的话！神命令基督徒研习圣经，正确地解释圣经和只遵

守圣经的教导。漠视这一命令的人，不会得到神的引导 (亮光)！因此，基督徒必须寻求圣经中所揭示的神的旨

意！请参阅训练手册 4，第 43 课和补充 18。 
 

F.  崇拜死去的祖先的灵魂 
 

1. 基督徒被禁止崇拜永生神以外的任何人物。 
 

发掘及讨论。为什么基督徒不能崇拜死去的祖先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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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  
基督徒被禁止崇拜或敬拜以下的： 
• 天使 (歌罗西书 2:18-19) 
• 魔鬼或他的恶魔 (马太福音 4:8-10) 
• 其他人 (使徒行传 14:11-15)  
• 死去的祖先的灵魂  

 

耶稣基督命令基督徒必须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只服事祂 (马太福音 4:10)！ 
 

2. 基督徒被禁止献奉任何形式的宗教祭祀。 
 

发掘及讨论。为什么基督徒不可向他们死去的祖先献香或献祭祀？ 
笔记。  
阅读  哥林多前书 10:19-20。使徒保罗教导说，向偶像献祭实际上是向恶魔献祭！邪灵或恶魔喜与偶像和偶像

的图片和图像联系在一起。邪灵喜欢住在寺庙、房屋、家庭祭坛和死人的坟墓里。他们喜欢与寺庙仪式、非基

督徒的宗教节日、香火祭祀、食物或金钱等联系在一起。邪灵 (恶魔)与所有这些可见的宗教事物联系在一起，

因为这是他们影响和控制地上的人的最简易的方法！因此，基督徒不可向死去的祖先献香或献祭， 因为这样

的活动实际上是对邪灵或恶魔的祭祀！ 
  

阅读  马太福音 6:24；哥林多前书 10:21。保罗指出人不能同时服事恶魔和永生神！人必须选择服事恶魔，还是

服事那在圣经的先知和耶稣基督里揭示自己的永生神！ 
 

G. 死去的祖先的记忆 
 

发掘及讨论。为什么基督徒会记得他们死去的祖先 (家庭成员)？ 
 

笔记。 圣经禁止对人的崇拜和敬拜，禁止对死去的祖先 (家庭成员) 的灵魂的崇拜和敬拜。 

不过，圣经建议记念过去的重要人物和事件。 
 

1. 记念耶稣的家谱。 
 

阅读  马太福音 1:1-17；路加福音 3:23-37。 
 

新约的第一段经文包含了耶稣基督的家谱。它概括了耶稣基督成全了旧约启示 (马太福音 5:17) 的事实， 同时

也介绍了新约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 
 

「雅各生约瑟，就是马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马利亚生的。」(马太福音 1:16)。约瑟知道祂是大

卫的后裔 (路加福音 1:27)，而天使加百利证实了这一事实 (马太福音 1:20-23)。但约瑟并不是耶稣的生父。根

据他的人性，他只是耶稣的法定父亲 (路加福音 2: 4-5)。  
 

马利亚透过加百利对她的说话，也知道她是大卫的后裔 (路加福音 1:32)。大祭司撒迦利亚亦知道耶稣基督是大

卫的后裔 (路加福音 1:69)。但根据耶稣的人性，马利亚是耶稣的生母。神亲自透过圣灵在马利亚身上的大能工

作取了人性 (路加福音 1:26-38)。 
 

马太福音可能记录了耶稣的法定家谱，经由约瑟、雅各、马但等，直到所罗门和大卫 (马太福音 1: 1-17)，而路

加福音记录了耶稣的血缘家谱，经由马利亚嫁给约瑟、希里的女婿、玛塔等，直到拿单和大卫 (路加福音 3: 
23-37)。耶稣是约瑟的法定儿子，约瑟是希里的女婿 (不是儿子)。因此，希里是马利亚的父亲。这就是路加在

他的说话里暗示：「耶稣是约瑟的儿子，正如大家所认为的。」因此，马太记录的是约瑟的家谱，而路加记录

的是马利亚的家谱。 
 

马太福音的家谱里有女人的名字及好人和坏人的名字。圣经甚至记录了所谓 「善良」 的人的罪恶，以强调每

个人都需要救恩。 
 

2. 记着圣经中的救恩和审判事件。 
 

阅读  哥林多前书 10:6-11。  
圣经指出旧约中发生的事件是作为例子的，目的是让基督徒不要把他们的心放在他们祖先过去所做的邪恶的

事。它说在旧约中神的审判临到那些人身上是作为例子，给今天基督徒的警告！因此，基督徒必须记着圣经里

救恩历史中的事件！ 
 

3. 记念圣经中人的信心。 
 

阅读  希伯来书 11:7-10,24-27,32-40。  
希伯来书第 11 章纪念了许多旧约人物，他们的信心生活见证了神和祂的国的现实。 
 



 
© 2016 「空中门徒训练」 训练手册 6  补充 8。    与死去的祖先之关系 页 4 

4. 尤其记着你以前的领袖的信心。 
 

阅读  希伯来书 13:7。  
它教导基督徒应该记着他们的领袖，在过去曾对他们宣讲神的话语。基督徒应该特别思考他们以前的领袖是如

何实践他们所传扬的。他们应该效法他们以前的领袖的基督徒信心。 
 

结论。基督徒不可崇敬、崇拜或祈求他们的祖先、领袖或任何其他重要人物。但基督徒应该记着他们的前人的

好榜样和信心，并以他们为榜样。基督徒应记着并纪念他们从祖先那里学到的好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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