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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前禱告：田靈生傳道 20220322 

大同教會春季靈恩佈道會第一天：得知生命的來源  

 請大家一同站立，低頭表示謙卑，請將雙手握在胸前閉目可以專心，現在就由

小弟將這一場詩歌佈道會謙卑地交在神的面前，求神的靈與大家同在，請低頭默

禱。 

奉主耶穌聖名禱告：無所不知 無所不能 無所不在的天上獨一真神主耶穌基

督，我們讚美您，因為認識您，知道您是眾人的父，就是超乎眾人之上，貫乎眾

人之中，也住在我們眾人之內，也就顯明在我們心裡，因為您已經向我們毫無保

留地在您所創造之物，向我們顯明，神的永能和神性我們明明可知，雖然眼不能

見，但是藉由您所創造的，讓我們無可推諉，沒有理由不相信，神 您是天地的主

宰，我們大家都在找尋生命的最終意義，在聖經裡頭傳道書作者， 他告訴我們：

「一代過去，一代又來，天地永遠長存。」我們一切的勞碌，如果沒有主耶穌的

帶領，我們有什麼益處呢？所以主耶穌您說：「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性命

有什麼益處呢？」所以您在兩千多年前，因為愛我們世人，取了奴僕的樣式，道

成肉身，甘願把主耶穌您的靈魂交給陰間做贖價，要把復活的生命賜給世人，但

您的靈魂不永久留在陰間，得勝死亡，又重新復活，您藉著永遠的復活，因為您

自己是活人、死人的主宰審判者，所以一個人生命上真正的意義在於人有復活的

盼望，這盼望藉著主耶穌基督的形象，才能夠顯明出來，必須藉著悔改相信受洗

才能夠領受主的生命，今晚我們感謝主，待會我們會藉由黃傳道的證道內容，讓

我們去細細體會生命之道的重要性，還有如何追求主您完全生命之道的方法，以

及找到這份生命之道，對我們有什麼樣的好處，最後由林執事本著聖經，分享聖

靈更新人生命的真實見證，求主帶領今晚的佈道會，一切順利，最後願一切的榮

耀、尊貴，頌讚都歸主耶穌您的聖名之下，願主將一切的福氣恩典賞賜給所有來

參加今午聚會的所有的弟兄姊妹 親朋好友，哈利路亞，阿們。  

 

證道：黃釋恆傳道  

 哈利路亞，各位愛慕道理的親朋好友，以及主內在座的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平 

安，感謝神的帶領，這時小弟奉主耶穌聖名證道，今晚要和大家探討的主題： 

「得知生命的來源」。  

 生命從哪裡來？人說我們的生命是父母所賜，這是最直接的答案，所以我們生 

在台灣的社會中，看到很多人都有拜祖先的習慣，有些人在諷刺基督徒，說基督

徒以後死了就沒有人來哭，意思就是說基督徒都是背祖叛宗一樣。親人離世以



後，沒有去超度與祭拜，像是親人離世都不會悲傷一般，基督徒都沒有看重親

情，其實這是對基督徒非常大的誤解，我們在生活當中，有時候會承接一些傳統

的事，但是我們很難去了解怎麼樣去做，我們常常只了解怎樣去做，沒有進一步

去思考為什麼要這樣做，像是祭拜祖先這件事情，很多人這樣去做，但是有多少

人會去詳細了解為什麼要這樣做？  

 生活在台灣這個社會裡面，看到一般去拜祖先的目的， 

第一，就是為了紀念祖 先將生命傳承給我們， 

第二，有人藉著一年一次敬拜祖先機會，親族可以團聚，並且來享受天倫之樂，

能夠團結彼此力量，這是非常好的部分， 

第三，一般人祭拜祖先目的，認為祭拜祖先是很好行為，藉著為了組先準被吃用

的物品，讓他在陰間可以有東西可以使用有東西可以吃。 

第四，敬拜祖先的目的，就是將祖先靈魂當作神明來祭拜，希望可以得到祖先在

天之靈的看顧，以及幫助，能夠免受鬼魔的侵害， 

這一般人拜祖先的四個目的，一般人把這當作是一種使命，也存著敬畏與懼怕的

心來做這樣的事。  

 前面提到台灣敬拜祖先的原因，前兩樣我們可以認同，就是紀念祖先把生命傳 

承給我們，也藉著紀念祖先日子，親族可以大家一起團聚。 

 這兩個目的我們都認為很好，但是將祖先當作神明來祭拜，或者是為了陰間來

為祖先準備東西，從聖經角度，可以發現有一些矛盾的地方。比如說一般人在祭

拜祖先時候，為了祖先設立神祖牌位，到底這牌位，祖先如何住在裡面，一般人

說人有三魂七魄，當一個人離世之後，七魄就已經沒有了，三魂第一魂就是到西

方的極樂世界，第二魂就是去頭胎，第三魂就是住在牌位裡面，但是這當中的理

論，其中有一些無法解釋的事，比如說這個人離世之後，他的子孫為了他設立神

祖牌位，他三魂其中一混住在裡面，假設他另外一個魂又去投胎，他後輩子又成

為 人，後來他又離開世間，他的子孫又為了他設立一個神祖牌位，到底哪一個神

祖牌位代表他呢？ 

 所以有時候我們進一步思考，會發覺祭拜祖先有許多矛盾的地方。很多人為了

祖先來準備一些用品，到底我們的祖先有多少，到底要準備多少才夠他使用？有

些家族的牌位當中，只寫到上一代長輩名字，那更早之前的長輩又當如何呢？假

使沒有祭拜他，他就沒有東西吃，難道這牌位只有寫上一代名字這樣夠嗎？ 

 現在的人敬拜祖先，說起來也有創意，不單是準備食物與金子，也會準備紙糊 

的房子，車，手機，手機還分品牌，iphone比較低，大家都在買，因為量產關 

係，比其他品牌更便宜，如果要將手機燒給長輩使用，最好要將名片一起燒，假

設手機有問題不要找我，直接找給賣給你的人，但是進一步去思考，外國人 沒有

為祖先準備吃的東西，外國人也沒有為了祖先準備這些日常用品，在華人祭拜祖

先傳統，也只不過是三、四百年歷史，更久之前，其實華人也沒有祭拜祖先，從



這個角度來思考，如果我們活著人一定要為了這些離世的祖先來準備用品，不然

他就沒有東西吃，他在陰間沒有東西可以使用，那為什麼在三、四百年 前的祖先

已離世祖先，沒有回來要東西吃呢？難道外國人他們子孫沒有幫他們準備東西

吃，他們就不會餓嗎？其實，有可能為他們祖先準備東西是不需要的，有可能是

其實是不用為他們準備這些事。 很多人在祭拜祖先的這件事情上，也是存著恐懼

的心來做這件事，比如說長輩離世以後，有人用火葬，有些人選擇土葬。有一次

教會為了信徒來辦喪禮，負責人就陪同他去火葬場，那時候要準備去領取骨灰，

看到工作人員一直在骨灰 裡面在找東西，負責人就好奇問工作人員：「這骨灰不

是把這些撿一撿放在甕 裡面就好了嗎？」工作人員就回答要把牙齒挑起來，為何

要挑起牙齒呢？他說 如果沒有把牙齒挑起來，就會把子孫吃垮。說起來蠻有趣，

在祭拜祖先時候， 大家都在比較誰準備的比較豐富，但是火化那天明明就把祖先

牙齒拔光，那祖先要怎樣吃東西呢？ 有時候傳統的一些忌諱，以及傳統上的做

法，其實有非常多矛盾的地方。 

 那聖經裡面怎樣告訴我們呢？來看傳道書 9:5-6「活著的人，知道必死，死了

的人， 毫無所知，也不再得賞賜，他們的名無人記念。他們的愛，他們的恨，他

們的嫉妒，早都消滅了，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他們永不再有分了。」其

實藉著聖經我們知道，當一個人離開世間之後，日光之下所發生的事，與他一點 

關係都沒有了，換句話說，你準備再豐盛的東西，你離世長輩他們其實都吃不 

到，這些已經離世的長輩，他們沒有辦法成為神明來保護我們，更不可能變成鬼

魔來擾害我們，因為當一個人離開世間之後，他的靈魂就是回到天上神的那一

邊，等待末日最後的審判。所以在日光之下所發生的事情，物質界所發生的事

情，跟他們一點關係都沒有，這是我們可以進一步去思考的部分。 

 難道基督徒不注重孝順這事情嗎？難道不看重親情嗎？在聖經裡面，有提到基 

督徒所遵守的十條誡命，來看出埃及記 20:12 「當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 

華你神所賜你的地上，得以長久。」這是神吩咐百姓要遵守的十條誡命，其中 第

一條到第四條，是說到人與神之間的關係，從第五條到第十條是說到人與人之間

的關係，人際關係當中的誡命來說，第一條就是要孝敬父母，可見聖經對我們的

教導是非常看重孝順這件事。很多人說基督徒不注重孝順這件事情，針對基督徒

來說是一件非常大的誤解。 有人說當我們年紀大以後，人老有三種：體力不好，

記憶不好，脾氣不好，當 然不是所有長者都是這樣，有時候會發覺有這樣現象，

當到了年紀大時候，站了就想要坐，坐了就想要睡，躺下又睡不著，體力不好。

第二記憶不好，就是聽過就忘記了，一直在提到過去。脾氣不好就是，有時候年

長者無法接受新的觀念，他認為以前我都可以這樣，為什麼現在不行，有一些當

婆婆的，在餵孫子吃東西，放在他嘴巴咀嚼之後再給孫子吃，他媳婦看到就非常

緊張，在旁邊 抗議：「媽媽不要這樣，這樣不衛生。」婆婆會說：「哪有不衛生，

妳老公就是這樣養大。」在餐廳看到，有很多年輕媽媽帶著剪刀，把食物剪碎，



現在時代不一樣，有時候在生活當中，要接受新的觀念，當我們看到年長者，有

時候會有不好相處的現象時候。 其實也要想到，我們在年幼時後，也是一樣。小

孩也有三不好，第一，就是喜歡哭又喜歡跟，第二，走沒有幾步，就要媽媽抱，

媽媽去市場買菜，提肉提菜又提水果，但是因為體力不好，媽媽也是會把他抱起

來，其實小朋友也是體力不好，小孩也是記憶不好，到了學校打電話回來說忘記

帶功課，父母親就要請 假幫他送到學校，小孩也是脾氣不好，從嬰孩開始，尿布

濕了就要哭，半夜肚 子餓也要哭，吃撐了，肚子難受也要哭，出去外面看到玩具

不買給他，他也要 哭，旁邊的人看到他，越哭越大聲，到青春期的時候，就不喜

歡跟父母親來聊天，父母親問十句，就回答一句，並且回應的話都非常簡單：

「嗯！」 「喔！」「不要！」「好啦！」就是這樣，唯一說的比較長的話就是「爸

爸我沒有錢了。」這是青春期的小孩，小孩在成長過程當中，也是脾氣不好。所

以當發現家中長輩，尤其自己父母會發現他們年紀越大，越難相處，要想到當我

們在小時候，也一樣不好相處，但是父母親會用耐心來包容我們。來看箴言

23:22 「你要聽從生你的父親，你母親老了，也不可藐視他。」23:25 「你要 使

父母歡喜，使生你的快樂。」聖經再一次提醒我們，父母親年紀大以後，我們不

能藐視他，因為在我們小時候，父母親也是這樣撫養我們長大，也是包容我們各

樣不好的地方，所以古時候的人這樣說：「生前一顆豆，勝過死後拜豬頭。」意思

就是說真正的孝順，是趁著父母親還在時候孝順，假設父母親已經 不在身邊，你

做了再多，也沒有什麼意義，所以我們孝順父母，當把握機會， 當把握父母親還

在身邊時候，不是說父母親還在時候，都不理他們，到了父母親離世，才為了分

財產，才表明說誰準備的東西比較豐盛，其實那已經沒有什麼意義了。 所以聖經

裡面一再提醒基督徒，就是要孝順父母，聖經又進一步告訴我們，我們肉身是父

母親生我們，但是我們又有靈魂，我們的靈魂到底哪裡來？看創世記 2:7 「耶和

華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將生氣吹在他鼻孔裡，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名叫亞

當。」這說到創造天地的真神，創造天地之後，第六天創造人類，創造人類用地

上塵土造人，造出了人類第一位祖先，先用土，創造一個土人，並且用生氣吹在

鼻孔裡面，成為一個有靈的活人，所以人就是兩部分造成，一部分就是肉身，就

是用塵土所造的肉身，第二部分就是我們的靈魂，靈魂就是從神所吹的這一口生

氣而來，所以我們父母親將我們從肉身生下來，但 是父母親無法給我們生命，因

為我們看一些嬰孩出生的時候，就沒了生命，但是無奈父母親無法將生命給他，

可見生命是從別的地方來，不是父母給他，聖 經裡面很清楚告訴我們，人的生命

是從天父真神那邊來的。 教會有一位姐妹，她懷孕即將生產時候，即將生產前一

個月去做檢查，醫師照 了超音波，跟他說：「你的小孩腳向下，生產時候會導致

危險性。」醫師建議 他回去要做一個動作，能夠讓小孩子在肚子裡面能夠轉向，

過了兩週之後，這位姐妹去檢查，醫師說：「很好，小孩已經頭向下。」又過一

週，他又去檢查，醫師說：「這小孩腳又向下，你回去要努力去做同樣地動作。」



結果這一位姐妹一直到她即將生產那一天，那小孩轉的很累，就坐著，就是坐

胎，屁股朝外，比腳向下更能生產，生產時間拖得很長，因為早期並不流行開刀

生產， 真正在生產過程是非常危險，最後好不容易小孩生產下來，臍帶就繞在脖

子上，全身都發黑，也不哭，父母親也束手無策，只剩下一個方法，就是禱告， 

禱告天上的真神，感謝神的保守，後來這個小孩存活下來，而且沒有什麼後遺 

症，小孩長大之後，也去報名進入神學院裡面，後來成為真耶穌教會傳道，這一

次春季靈恩會派來大同教會工作。 

 所以從聖經很清楚知道，父母是把我們肉身生下來，我們靈魂確實是從天父真 

神而來，有一天人在世間會走到終點，那時候靈魂會回到天父那裡，要如何回到

天父那裡？就是要從聖經裡面主耶穌指引我們的方式，所以從今天聖經查考，讓

我們知道，雖然我們基督徒不拜祖先，不拜祖先不代表我們叛祖背宗，從聖經裡

面我們了解到生命的主宰，認識這位天父真神，所以我們成為基督徒，真正是認

祖歸宗，要如何才能回到天父那裡去，接下來這幾天，我們繼續分享，晚上跟各

位分享到這邊。 

 

祈求靈恩：林永福執事  

 大同教會長執負責人以及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大家平安：非常感謝天父真神施 

恩帶領，剛剛黃傳道已經跟我們明確闡明，他跟我們講了生命的來源，我們人到

底從哪裡來？當我們人離世之後，到底要往哪裡去，而且傳道用聖經美好勉勵，

我們應當要孝順父母，讓我們清楚了解。 藉著就是祈求靈恩的時間，今晚小弟用

什麼人需要禱告，跟各位一起探討。 

 相信禱告這件事情非常重要，禱告就是與神來靈交，禱告就是跟神來訴說我們

心中的事，當我們心裡頭有快樂的事，也有悲傷的事情，我們都可以跟天父來 

說。聖經裡面也這樣告訴我們，來看雅各書 5:13-14「你們中間有受苦的呢？他 

就該禱告。有喜樂的呢？他就該歌頌。你們中間有病了的呢？他就該請教會的長

老來，他們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為他禱告。」這裡說到有幾種人需要禱告：  

第一個說到你們中間受苦的人，當我們遇到困苦患難在我們身邊的時候，當我們

困苦圍繞到無路可走的時候，我們都可以向天父真神來禱告。當以色列百姓在埃

及的時候，法老讓以色列民做了非常多的苦工，以色列百姓非常痛苦跟天 父真神

來哀求，天父真神聽見了以色列百姓的呼聲，神就差派摩西來帶領以色 列百姓出

埃及。所以當主耶穌來傳福音的時候，主耶穌也對百姓這樣說：「凡 勞苦擔重擔

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可以讓你們得到安息。」當我們遇到勞苦任何困苦患難

的時候，都可以來尋求我們天上的父。 

第二種需要禱告的是哪一種人？這裡說喜樂的人應該歌頌，當我們遇到困苦的時

候，知道要向天父真神來禱告，但是當我們快樂時候，卻忘記跟天父真神來分享

我們的歡喜，當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時候，當面對前面是紅海，後面是埃及的追



兵，這時候他們無路可走，摩西向神來求，神說：「你把你的杖指向紅海，紅海就

分開。」以色列百姓就走乾地過了紅海，當以色列百姓過了紅海以後，這以色列

百姓表現是如何？來看聖經怎麼說？來看出埃及記 15:1-2 「那時摩西和以色列

人，向耶和華唱歌說：我要向耶和華歌唱，因他大大戰勝，將馬和騎馬的投在海

中。耶和華是我的力量，我的詩歌，也成了我的拯救，這是我的神，我要讚美

祂，是我父親的神，我要尊崇祂。」這裡說到，當以色列百姓過了紅海，摩西帶

領以色列百姓唱歌讚美神，當我們有快樂事情時候，我們應該要向天父真神來禱

告，與我們天父真神來分享喜樂。 

第三種什麼樣的人需要禱告呢？你們中間有病了的呢？他就該請教會的長老來，

他們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為他禱告。這邊說到，你們中間有生病的人，什麼

叫生病？當我們失去力量的時候，當我們身體有病痛時候，我們都會向我們天父

真神來禱告。聖經說有一位患了十二年血漏的婦人，當耶穌來到這地方時候，她

馬上把握機會，到耶穌的後邊，當她知道他摸到耶穌的衣襟時候，她的病一定會

好起來，所以她就走到耶穌的後面，她摸到耶穌的衣襟，她的病真地就好了。 

 我們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一樣，我們現在看病非常地方便， 當我們看病第一件

事情想到什麼？就是健保卡，拿著健保卡就可以到醫院看醫師。早期看醫師並不

是這樣方便，小弟印象很深刻，當小弟小時候，家裡只要有人生病，爺爺奶奶就

把全部的人招聚起來，叫起來做什麼？因為現在有人痛苦，不管是發燒，不管是

有人頭痛，不管是有人吃壞肚子，這時候全部人都到 爺爺奶奶房間去，爺爺奶奶

會說要為這位生病的人來禱告，半夜看醫師根本沒 有地方可以去，大家就一起來

認真地禱告，禱告半小時之後，大家回到家，可以很明顯看到，當時神蹟奇事非

常地多，只要生病禱告就會好，為什麼現在生病禱告，不一定會好？因為我們生

病第一個就去想去找醫師，當醫師束手無策，就會找耶穌。 

 小弟印象非常深刻，在我家十年前來一隻貓咪，當我後面工 廠打開就看到這一

隻貓來到我家後面，那天帶著一盆水與飼料，那隻貓就在那 邊吃飼料，女兒就跟

我說，爸爸這隻貓好可憐，把他留下來餵養好不好，我就 想先帶到寵物醫院去先

整理，當整理好以後，看到這隻貓在流鼻血，這隻貓流 鼻血，擦乾之後，又一直

流血，我跟女兒說明天帶去醫院，去檢查，為了這隻 貓看病三個月，為了她吃非

常多的藥，醫師說這是牙齒問題，就把牙齒拔掉， 鼻血一直流血，醫師建議說帶

去台大動物醫院，去掃描看是什麼問題，那天是安息日，我就跟我女兒說，我們

今天要去教會聚會，今天教會有月佈道聚會， 我們全家去教會為了這隻貓禱告，

女兒問我說：「爸爸為了貓禱告會好嗎？」 我說：「我也不知道會不會好，但是我

們今天到前面來為了這隻貓禱告。」非常奇妙的事情真地發生，之前每天早上太

太都要用濕紙巾為了這隻貓擦鼻血， 那天到了月佈道祈求靈恩時間，我們全家五

個人跪在前面來這隻貓禱告，禱告之後就開始聚會，聚會時候大家都忘記這隻貓

咪生病了，回到家看到這隻貓咪，太太說：「老公這隻貓咪鼻血乾了。」我想可能



是風大把鼻血吹乾，平常 太太就把毛上的鼻血擦乾淨，個人就去做個人的事。到

了晚上女兒跟我說： 「爸爸貓咪沒有流鼻血了。」那一次之後，小孩有感受，知

道天父會聽我們禱告來醫治這一隻貓咪，我們有任何需要時候，我們到天父面

前，天父都會垂聽我們禱告。  

第四種需要禱告的人，來看以弗所書 1:13-14 「你們既聽見真理的道，就是那叫 

你們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這聖 

靈，是我們得基業的憑據，〔原文作質〕直等到神之民〔民原文作產業〕被贖， 

使他的榮耀得著稱讚。」這地方說到說什麼樣的人需要禱告？就是還沒有得到聖

靈的人，因為得著聖靈是我們進入天國基業的憑據，所以還沒有得到聖靈的弟兄

姊妹，還有慕道朋友，應當利用祈求靈恩的時間，來到天父面前，不管有任何的

需求，我們都能夠向天父真神來禱告。 

 真耶穌教會禱告的方式非常地簡單，我們跪在神面前，雙手放在胸前，為什麼 

我們要跪在神的面前？因為神是創造天地萬物與人類的神，我們有任何需求都可

以向天父真神來求，祂都會賞賜給我們。我們把眼睛閉上，眼睛閉上才能夠專

心，我們禱告非常地簡單，第一句：「奉主耶穌聖名禱告」，我們禱告對象是天上

的父親，祂是主耶穌基督，所以我們奉主耶穌的名禱告，然後反覆地念 「哈利路

亞，讚美主耶穌」，當得到聖靈時候，舌頭會跳動，會說出奇妙的舌音，當禱告結

束以後，我們一起說阿們，阿們就是實實在在意思。 

 等一下來禱告，願意接受按手的兄弟姐妹，慕道朋友，歡迎來到前面，傳道、

長老，執事會幫您們來禱告，現在一起跪下來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