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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       補充 8 
 

[教會與文化] 
與死去的祖先之關係 

 

簡介。基督徒有神賦予的責任去改變他們個人的世界觀、思想、真理、信念、信仰、價值觀、經驗、行為、關

係和制度，以符合神的國度文化！在這課教學中，我們將思考我們與死去的祖先的關係。 
 

人在某些文化中非常重視個人與死去的祖先的關係。死去的祖先的靈魂被認為是存在： 

• 在他們曾經住過的家裏 
• 在埋葬他們屍體的墳墓裏 
• 在某個特殊的地方，例如一座寺廟 
• 或他們曾穿戴或放在他們家裏的護身符 

 

聖經對死去的祖先的靈魂有什麼教導？ 
死去的祖先的靈魂和邪靈有什麼區別？ 
 

A. 死去的祖先的靈魂之住處 
 

閱讀  路加福音 16:22-23。  
發掘及討論。祖先在身體上死去後的靈魂會在那裏？ 
 

筆記。當不信的人死去時，他們的靈 (魂) 會立即下地獄，在那裏他們遭受折磨。「地獄」這地方是： 

• 「神沒有為自己顯出證據來，沒有如常施恩惠如從天降雨或賞賜豐年，沒有提供人飲食飽足或滿心喜樂」

(使徒行傳 14:17)。 
• 「你離開了主的面、榮光和權能」 (帖撒羅尼迦後書 1:9)。 
• 「你感覺被神離棄」(馬太福音 27:46)! 
• 「你不能死，你的痛苦和悲傷不能滅」 (馬可福音 9:48)。 

 

但當基督的信徒死去時，他們的靈 (魂) 立即去天堂，在那裏他們將永遠活在基督的面前 (傳道書 12:7；約翰福

音 14: 1-3；哥林多後書 5:1-2；腓立比書 1:23；啟示錄 6:9-11；啟示錄 20: 4)。 
 

因此，死去的祖先的靈魂不是在地獄，便是在天堂，永遠不會出現在地上！這個真理應該會促使基督徒兒童在

地上還活著時，與他們的非基督徒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員分享福音！ 
 

B. 死去的祖先的靈魂對地上的人之影響 
 

閱讀  傳道書 9:5-10。  
發掘及討論。處於死亡狀態的人對地上其他人可能有什麼影響？ 
 

筆記。當一個死去的人的身體躺在墳墓裏時，他的靈魂不是在地獄裏， 便是在天堂。聖經清楚地教導，死人

的靈(魂)和地上的人的生活沒有任何關係！死去的祖先的靈魂不在地上，他們對地上任何人或事件不能有什麼

影響！ 
 

• 死去的祖先的靈魂並不居住在他們以前居住過的房子裏。 
• 死去的祖先的靈魂並不居住在埋葬他們屍體的墳墓裏。 
• 死去的祖先的靈魂並不居住在他們可以被記住、尊敬或甚至崇拜的寺廟裏。 
• 死去的祖先的靈魂不能儲存在曾穿戴的護身符。 

 

死去的祖先的靈魂不存在地上任何地方！祖先的靈魂只有在地獄 (如果他們是非基督徒) 或天堂 (如果他們是基

督徒)。聖經清楚地教導，死去的祖先的靈魂不能對地上的人表現出仇恨或嫉妒。他們不能為自己報復，也不

能以任何方式傷害人，因為他們根本不能對任何人或任何事件有任何影響！ 
 

C. 向死人的靈魂求助 
 

發掘及討論。為什麼人向死人的靈魂求助是沒有用的？ 
 

1. 死去的祖先的靈魂對地上的人或事件一無所知。 
 

閱讀  傳道書 9:5-10。 
 

筆記。他們沒有智慧給地上的百姓提供明智的忠告。他們不能影響地上的人的計劃。他們不能幫助地上的人，

因為他們不在地上！聖經教導說，人死後的靈魂不能再參與地上的任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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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邪靈可以模仿死去的祖先的靈魂。 
 

閱讀  撒母耳記上 28:8-14；約翰福音 8:44；哥林多後書 11:14。  
 

筆記。當掃羅王去求問一個交鬼的人時，他以為聽見死去的先知撒母耳說話。然而，這很可能是一個惡魔偽造

撒母耳的聲音。掃羅沒有看見撒母耳，甚至那交鬼的人也沒有說她看見撒母耳。相反的，她只看到 「一個靈 
(屬於神明或邪靈世界) (希伯來文：elohim)從地裏上來，看似一個身穿長衣的老人」(撒母耳記上 28:13-14)。 

 

那些相信死人的靈魂可以被聯繫或可以對這個世界有影響的人，都被邪靈或惡魔所欺騙。他們都是騙子，而耶

穌指出魔鬼乃是所有謊言之父 (約翰福音 8:44)。使徒保羅也教導說，魔鬼偽裝成或裝作真實的他以外的人 (哥
林多後書 11:14)。掃羅和婦人真正看見的，不是離開了的撒母耳的靈，而是模仿撒母耳聲音的邪靈或惡魔。 
 

D. 向死去的基督徒的靈魂求助 
 

閱讀  約伯記 14:21；以賽亞書 63:16；希伯來書 7:25；約翰一書 2:1。  
發掘及討論。為什麼基督徒不可向死去的基督徒 (聖徒) 的靈魂求助？ 
筆記。有些人認為可以請求那些特別著名的基督徒(被稱為「聖人」)死去後的靈魂，在天上(向神、耶穌或馬利

亞) 為他們祈求。這些人尊崇 (以深深的尊重或熱情的接受) 這些所謂的 「聖人」，渴望他們的代禱和幫助。 
 

然而，聖經清楚地教導，死去的聖徒的靈魂對地上的人和事件是毫無意識的，也不參與地上的人和事件。約伯

認為死人的靈魂不知道他們在地上的孩子是變得富裕還是仍然非常貧窮。根據以賽亞書的記載，亞伯拉罕和雅

各的離世靈魂都不能看見或聽見地上發生在他們後裔身上的事。 
 

唯一能為基督徒在地上祈求的人是耶穌基督！因此，基督徒不可向所謂的 「教會聖人」或他們的祖先祈禱。

相反的，聖經教導基督徒只可奉耶穌基督的名和在聖靈的引導下，向父神禱告 (馬太福音 4:10)。 
 

E. 向邪靈或惡魔求助 
 

發掘及討論。為什麼人不可向邪靈或惡魔求助？ 
 

筆記。那些聲稱他們能與死去的祖先 (家庭成員) 的靈魂交流的現代巫師或靈媒 (算命師)， 實際上是在與邪靈

或惡魔交流！邪靈或惡魔是說謊和欺騙的墮落天使。人可以與之交流的良好的靈或使者根本不存在。唯一能讓

人接觸的良好的靈就是聖靈！祂提醒人有關耶穌的話，引導他們進入所有的真理， 使他們知道未來和榮耀耶

穌基督 (而不是一個或另一個離世的祖先) (約翰福音 14:26；約翰福音 16: 13-16)！ 
 

1. 邪靈是虛假的使者。 
 

閱讀  哥林多後書 11:14。保羅警告基督徒，邪靈或惡魔是偽裝和假冒的專家。他們可以假裝是基督的使者，而

在現實中他們卻是魔鬼的使者！他們可以假裝是你的祖先，而在現實中他們卻是邪惡的靈！ 
 

2. 邪靈發出虛假的信息。 
 

閱讀  申命記 18:20-22；耶利米書 23:25-26；提摩太前書 4:1；馬太福音 4:5-6；約翰福音 8:44。 
保羅警告基督徒，邪靈 (惡魔) 教導錯誤的道理，他們欺騙人。他們可以給那些相信他們的人虛假的信息、虛假

的夢和異象、虛假的感覺和經驗、以及許多虛假的教義等，這些似乎是來自神，但實際上是來自魔鬼！ 
 

魔鬼甚至引用聖經來欺騙人！他試圖藉著斷章取義的引用聖經來欺騙耶穌 (路加福音 4:9-11)。耶穌基督警告基

督徒：「魔鬼是一個說謊的人，他是所有謊言的父親」。因此，基督徒應該總是用聖經的明確教導來測試傳道

者的信息和人的夢、異象和經歷！  
 

3. 神禁止人接觸靈魂。 
 

閱讀  申命記 18:9-13；利未記 19:31；20:6,27；以賽亞書 8:19-20。  
神禁止人接觸死去的祖先的靈魂、邪惡的靈、巫師 (算命者) 和各種神秘的行為！以賽亞書 8:19-20 這樣寫道：

「有人對你們說：『當求問那些交鬼的和行巫術的，就是聲音綿蠻，言語微細的。』你們便回答說：『百姓不

當求問自己的神嗎？豈可為活人求問死人呢？』人當以訓誨和法度為標準；他們所說的，若不與此相符，必不

得見晨光」。 
 

聖經禁止基督徒諮詢任何靈體，並命令基督徒只聆聽神的話！神命令基督徒研習聖經，正確地解釋聖經和只遵

守聖經的教導。漠視這一命令的人，不會得到神的引導 (亮光)！因此，基督徒必須尋求聖經中所揭示的神的旨

意！請參閱訓練手冊 4，第 43 課和補充 18。 
 

F.  崇拜死去的祖先的靈魂 
 

1. 基督徒被禁止崇拜永生神以外的任何人物。 
 

發掘及討論。為什麼基督徒不能崇拜死去的祖先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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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  
基督徒被禁止崇拜或敬拜以下的： 
• 天使 (歌羅西書 2:18-19) 
• 魔鬼或他的惡魔 (馬太福音 4:8-10) 
• 其他人 (使徒行傳 14:11-15)  
• 死去的祖先的靈魂  

 

耶穌基督命令基督徒必須敬拜耶和華他們的神，只服事祂 (馬太福音 4:10)！ 
 

2. 基督徒被禁止獻奉任何形式的宗教祭祀。 
 

發掘及討論。為什麼基督徒不可向他們死去的祖先獻香或獻祭祀？ 
筆記。  
閱讀  哥林多前書 10:19-20。使徒保羅教導說，向偶像獻祭實際上是向惡魔獻祭！邪靈或惡魔喜與偶像和偶像

的圖片和圖像聯繫在一起。邪靈喜歡住在寺廟、房屋、家庭祭壇和死人的墳墓裏。他們喜歡與寺廟儀式、非基

督徒的宗教節日、香火祭祀、食物或金錢等聯繫在一起。邪靈 (惡魔)與所有這些可見的宗教事物聯繫在一起，

因為這是他們影響和控制地上的人的最簡易的方法！因此，基督徒不可向死去的祖先獻香或獻祭， 因為這樣

的活動實際上是對邪靈或惡魔的祭祀！ 
  

閱讀  馬太福音 6:24；哥林多前書 10:21。保羅指出人不能同時服事惡魔和永生神！人必須選擇服事惡魔，還是

服事那在聖經的先知和耶穌基督裏揭示自己的永生神！ 
 

G. 死去的祖先的記憶 
 

發掘及討論。為什麼基督徒會記得他們死去的祖先 (家庭成員)？ 
 

筆記。 聖經禁止對人的崇拜和敬拜，禁止對死去的祖先 (家庭成員) 的靈魂的崇拜和敬拜。 

不過，聖經建議記念過去的重要人物和事件。 
 

1. 記念耶穌的家譜。 
 

閱讀  馬太福音 1:1-17；路加福音 3:23-37。 
 

新約的第一段經文包含了耶穌基督的家譜。它概括了耶穌基督成全了舊約啟示 (馬太福音 5:17) 的事實， 同時

也介紹了新約關於耶穌基督的啟示。 
 

「雅各生約瑟，就是馬利亞的丈夫。那稱為基督的耶穌是從馬利亞生的。」(馬太福音 1:16)。約瑟知道祂是大

衛的後裔 (路加福音 1:27)，而天使加百利證實了這一事實 (馬太福音 1:20-23)。但約瑟並不是耶穌的生父。根

據他的人性，他只是耶穌的法定父親 (路加福音 2: 4-5)。  
 

馬利亞透過加百利對她的說話，也知道她是大衛的後裔 (路加福音 1:32)。大祭司撒迦利亞亦知道耶穌基督是大

衛的後裔 (路加福音 1:69)。但根據耶穌的人性，馬利亞是耶穌的生母。神親自透過聖靈在馬利亞身上的大能工

作取了人性 (路加福音 1:26-38)。 
 

馬太福音可能記錄了耶穌的法定家譜，經由約瑟、雅各、馬但等，直到所羅門和大衛 (馬太福音 1: 1-17)，而路

加福音記錄了耶穌的血緣家譜，經由馬利亞嫁給約瑟、希里的女婿、瑪塔等，直到拿單和大衛 (路加福音 3: 
23-37)。耶穌是約瑟的法定兒子，約瑟是希里的女婿 (不是兒子)。因此，希里是馬利亞的父親。這就是路加在

他的說話裏暗示：「耶穌是約瑟的兒子，正如大家所認為的。」因此，馬太記錄的是約瑟的家譜，而路加記錄

的是馬利亞的家譜。 
 

馬太福音的家譜裏有女人的名字及好人和壞人的名字。聖經甚至記錄了所謂 「善良」 的人的罪惡，以強調每

個人都需要救恩。 
 

2. 記著聖經中的救恩和審判事件。 
 

閱讀  哥林多前書 10:6-11。  
聖經指出舊約中發生的事件是作為例子的，目的是讓基督徒不要把他們的心放在他們祖先過去所做的邪惡的

事。它說在舊約中神的審判臨到那些人身上是作為例子，給今天基督徒的警告！因此，基督徒必須記著聖經裏

救恩歷史中的事件！ 
 

3. 記念聖經中人的信心。 
 

閱讀  希伯來書 11:7-10,24-27,32-40。  
希伯來書第 11 章紀念了許多舊約人物，他們的信心生活見證了神和祂的國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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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尤其記著你以前的領袖的信心。 
 

閱讀  希伯來書 13:7。  
它教導基督徒應該記著他們的領袖，在過去曾對他們宣講神的話語。基督徒應該特別思考他們以前的領袖是如

何實踐他們所傳揚的。他們應該效法他們以前的領袖的基督徒信心。 
 

結論。基督徒不可崇敬、崇拜或祈求他們的祖先、領袖或任何其他重要人物。但基督徒應該記著他們的前人的

好榜樣和信心，並以他們為榜樣。基督徒應記著並紀念他們從祖先那裏學到的好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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