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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到傳承這兩字，我們知道「傳」就是把東西由一人交給另外一位，「承」就是

由前一位接到他傳的東西，傳承必須要兩位完成，一位是教導者，一位是學習

者，既然傳承是這樣重要，今天要說兩個人同行，還有信仰傳承。 

 首先看傳道書 4:9 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因為二人勞碌同得美好的果效。4:10

若是跌倒，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沒有別人扶起他來，這人就

有禍了。 

 這邊說到，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因為兩個人可以同享勞碌果效，行路時候如

果跌倒，旁邊有同伴可以扶起來，假使旁邊沒有同伴，無人可扶起來，聖經說這

人有禍了。那這兩人是誰呢？父子，母女，夫妻，兄弟，姐妹也是兩人，在工作

中上班同事與我們也是兩個人，在教會同做聖工也是同伴兩個人，兩個人這樣重

要，如果兩人不能同行，就不能一起做事。 

 今天看聖經案例： 

 

第一，父子同行。 

 請看創世記 22章這一段聖經大家都很熟悉，這邊說神試煉亞伯拉罕，神跟他說

要帶著自己兒子，是誰呢？就是他一百多歲得到的獨生子，第三句就是說你所愛

的以撒，這邊把以撒分成三種形容他，說你這兒子要待到摩利亞山上，獻上當成

燔祭，獻給神，就是要把他殺了放在祭壇上，獻給神。以撒對亜伯拉罕來說是非

常重要的，這是要成就他產業的，又是他獨生子，更說是他所愛的兒子，這兒子

不是他所疼愛的，就很剪單，但是這是他所愛的。當神交代之後，第三節說，他

清早起來，他馬上準備這件事情，神對他說的時候，他沒有跟神討價還價，沒有

跟神說，以撒跟我在一起十多年而已，你應當要讓陪伴我更久時間，如果要獻上

為燔祭不要緊，但是神跟他說之後，他隔一天清早就起來，提早準備好，聖經說

備上驢，帶著兩個僕人和他兒子以撒，為何要帶兩個僕人，因為要獻上兒子，這

時候如果帶太多僕人，就會被阻擋，因為以撒是小主人，就這樣起身出發，走了

三天路程。這三天時間是父親與孩子訣別時間，這位父親所愛的兒子，相信這三

天父親與兒子所說的華，相信父親心中會很痛，小孩可能會跟爸爸說，您小時候

怎樣照顧我，這些話聽到父親耳中很難過，但是父親依舊要這樣做，因為這是神

交代的，走了三天，舉目遠遠的看見那地方。亞伯拉罕對他的僕人說：你們和驢

在此等候，我與童子往那裡去拜一拜，就回到你們這裡來。這裡說到一件重要事

情，跟僕人說我去拜一拜，就回來，難道他不知道神要他把兒子獻上嗎？這時候

他很有信心，22:6 亞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兒子以撒身上，自己手裡拿著火



與刀，於是二人同行。這時候以撒十幾歲，年輕力壯，背著沒有問題，當父親與

小孩一起出門，父親永遠是英雄。 

 我常常跟爸爸說，爸爸您七十幾歲，出門我騎車，您坐在後面，父親說不用，

我來騎車，有一次他身體不舒服，我跟爸爸說您坐在後面，我載您，很久沒有載

父親，那時候才發現父親肚子比較大，他坐在我後座，肚子碰到我後背，這時候

感覺爸爸永遠是英雄，都把危險事情承擔在自己身上。亞伯拉罕也是這樣，自己

手裡拿著火與刀，於是二人同行。這時候沒有僕人，這時候走到山上只有他與兒

子，兩人同行。同行時候以撒對父親說，父親啊，這時候爸爸回答說，我兒，我

在這裡，小弟認為這畫面很美。當他兒子問他父親啊，爸爸說我在這。 

 我們發現工業時代大家都非常忙碌，當父親的，上班回到家中很疲累，回到家

中，小孩要找我，小孩很高興告訴爸爸說，爸爸我這一次被選為模範生，一般爸

爸會說你不錯，去找媽媽，我很忙，這時候亞伯拉罕，當他對兒子說我在這裡，

美國有做個調查，小孩一天跟爸爸講話多久，這調查一出來，很令人跌破眼鏡，

一天只有三十六秒鐘，爸爸對小孩說話只有這樣，另外一個調查，爸爸一輩子，

對小孩說的最多的一句話是什麼？大家想想看是不是一樣，就是你去找媽媽，這

不知道是不是我們發生結果，’是不是每一位父親找我們時候，回答都說你去找

媽媽。所以看到母親節活動很多人參加，但是提到父親節，小孩沒有什麼感動，

這邊亞伯拉罕留下很美好模範，當以撒說父親，他馬上對他說我在這裡。 

 22:7以撒對他父親亞伯拉罕說：父親哪。亞伯拉罕說：我兒，我在這裡。以撒

說：請看，火與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那裡呢？以撒非常清楚，獻祭過程，

他知道要獻上燔祭必須要有羊羔，他發現火與柴都有，怎會沒有羊羔，他不只是

心裡在想，就問父親，父親怎樣回答呢？這羊羔，是你啊，他不知道要怎樣回答

嗎？但是亞伯拉罕說，神必預備，就繼續同行，這父子不簡單，父親對神有信

心，說神必自己預備，聖經繼續寫著兩人繼續同行，兩人走到山上，當然我們知

道後面結果是完美結果，走到山上，當亞伯拉罕舉刀要殺兒子，神說你不要動

手，我已經知道你的信心，這時候剛好有一隻羊羔羊角卡在樹枝，就抓這隻羊

羔，代替以撒獻上燔祭，這是父親與兒子同行的很美好案例。 

 

第二，與神同行。 

 聖經提到以諾與神同行，請看創世記 5:21 以諾活到六十五歲，生了瑪土撒拉。

5:22以諾生瑪土撒拉之後，與神同行三百年，並且生兒養女。5:23以諾共活了三

百六十五歲。5:24以諾與神同行，神將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了。這地方記載以諾

就是這樣短幾節，他活到六十五歲，生了一個孩子，當他生了這個孩子，就取名

字瑪土撒拉，意思就是這孩子死了之後，神要用大水審判世界，神為何知道那一

年，神要用大水審判世界，表示神跟他關係非常好，表示神告訴他以後會發生事

情，當他生了瑪土撒拉之後，他選擇什麼事情呢？這邊說，他之後選擇與神同行



三百年。 

 為什麼他生瑪土撒拉之後，要與神同行？那為何不在生瑪土撒拉之前呢？或者

是再過一段時間之後，與神同行呢？他反而選擇生了瑪土撒拉之後與神同行三百

年，這三百年當中，以諾完全不間斷，為何要與神同行，當然他想要用神的心去

教導孩子。 

 請看阿摩司書 3:3 二人若不同心，豈能同行呢？這地方說到，兩人不同心就不

能同行，這裡說以諾與神同行，那以諾有與神同心嗎？當然無法同心就無法同

行，表示以諾是與神同心，因為他選擇與神同行，他要用神的心教導兒女，他知

道生這小孩之後，每天叫他名字，他知道這孩子在離世之後，大水要毀滅這世

界，他必須要教導兒子在神的道路上，所以他選擇與神同行，用神的心教導。 

 聖經說到以弗所書 6:1-4說到父母與兒女本分：6:1你們作兒女的，要在主裡

聽從父母，這是理所當然的。6:2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長壽，這是第一

條帶應許的誡命。這邊對小孩交代做兒女，要在主裡聽從父母，聖經教導做兒女

要孝敬父母，可以讓我們得到福氣，並且在世長壽，這是第一條帶著應許的誡

命，所以我們做兒女，應當要孝敬父母，到了第四節說 6:4你們作父親的，不要

惹兒女的氣，只要照著主的教訓和警戒，養育他們。我們做兒女很喜歡聽這句

話，有一次在中級班上課，有問中級班小孩，你們父母有讓你生氣嗎？中級班小

孩開始說出心中的話，老師你不知道嗎？爸爸媽媽都不了解我，每次都讓我生

氣，每次說什麼，說你是骸子你不懂，我們做父母親的想想看，有惹小孩生氣

嗎？孩子不聽，叫他往東他往西，叫他不要做還做，怎樣說都不聽，父母與兒女

想法不同。 

 為何以諾與神同行，因為用神的想法教導兒女，這邊說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

兒女的氣，只要照著主的教訓和警戒，養育他們。要按照這本聖經教導我們孩

子，當以諾生了瑪土撒拉之後，繼續與神同行，有很多年輕人這樣說，當負責人

請教會年輕人來承接教會事工時候，他們會回答說，不好意思，最近剛結婚，我

工作剛起步，最近比較忙碌，有的告訴負責人，不好意思，我小孩剛出生，要拚

經濟，有很多花費，再慢一點，不要找我。聖經告訴我們，以諾何時和神同行，

他在生了瑪土撒拉，就與神同行，他雖然有家庭要照顧，雖然有很多事情要處

理，他並沒有忘記神，他留下一個很美好的模範。 

 請看創世記 5:22 以諾生瑪土撒拉之後，與神同行三百年，並且生兒養女。他

不是只有與神同行而已，這邊說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一個當父親的責任，他選

擇與神同行，他選擇神的事情擺在第一位，他並沒有忘記當父親的責任，仍然生

兒養女，不是只有生，還要養育，還要把他的信仰傳承下去，到底以諾與神同行

三百年，他被神階升天之後，他後面兒女教導好嗎？聖經後面記載很簡單，說

5:25瑪土撒拉活到一百八十七歲，生了拉麥。5:28拉麥活到一百八十二歲，生了

一個兒子，諾亞，就這樣簡單，但是後面有寫著生兒養女，這邊看到以諾總共活



了 365歲，聖經記載挪亞是怎樣的人呢？請看創世記 6:9 挪亞的後代，記在下

面。挪亞是個義人，在當時的世代是個完全人，挪亞與神同行。這裡寫著挪亞與

神同行，學了曾祖父，到底以諾與他有見過面嗎？聖經上面年紀加一加，就知道

以諾在挪亞出生四年前就過世，他並沒有見過面，為何挪亞可以成為完全人？而

且可以與神同行，表示以諾有教導好小孩，孩子有教導好他的孫子，到了曾孫，

一樣與神同行。 

 有人說以前世代不如現在這樣罪惡，以前世代比較單純，說要與神同行比較簡

單，現在世代比較罪惡，到底聖經怎樣描寫挪亞的世代呢？看創世記 6:5 耶和華

見人在地上罪惡很大，終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6:6 耶和華就後悔造人在地上，

心中憂傷。這地方說到，神見到世人罪惡很大，終日所思想都是罪惡，這是那時

代的表現，每件事情都是惡是，當時神後悔造人在世代，最後神用大水毀滅這世

界，所以以諾當曾祖父的不容易，他真地用心鑒察自己，一個人在兒女子孫面

前，當我們犯錯之後，要承認自己軟弱，世上沒有哪個人多麽堅強，沒有一位不

會犯錯，當在兒女子孫面前，犯錯是否能承認自己軟弱，以諾是一位很勇敢的

人，當他發現自己做錯，能夠在兒女面前承認自己軟弱，當在兒女面前述說自己

軟弱，其實兒女就可以體諒父母遇到的事情。 

 有一位年老基督徒這樣說，他說這輩子可以從來一次，大家都希望這輩子可以

從來一次多好，有人覺得這輩子我活到一百分不用重來，應該沒有這種人，即使

你很滿意你自己，這輩子能重來，你會希望更好，這位基督徒說，他可以重來，

有三件事情來做，第一件事情，要更愛妻子，這讓當丈夫的人，可以來學習，也

許我們很愛我們太太，假使有機會可以重來，是否更愛我們太太，太太要牽手走

一輩子的路，不管遇到任何困難，夫妻同行，晚上睡覺時後，我跟太太說，你如

果沒有聽到我打呼，看我有沒有在呼吸，說我沒有打呼，要搖我一下看會不會

醒，這就是夫妻。他的第二件事，就是更鼓勵孩子，我相信每位父母都希望自己

是一百分父母，但是再怎樣，都會覺得有虧欠地方，假使可以重來一次，是否更

加鼓勵孩子，不管在信仰道路上，不管在工作上，不管在求學過程中，都希望更

加鼓勵我們孩子，有的父母這樣說，你不知道我怎樣鼓勵小孩，跟他說你不知道

你爸爸過去考試不曾第二名，很多父母親都在小孩面前提當年勇，小孩聽三次就

不要聽，那是你們以前的事情，神讓每位孩子特質都不同，應該要更加鼓勵小

孩。他要做第三件事情，說要更加愛神，這不簡單，我不只是要愛我們太太，要

愛我們兒女，可以重來時候，我們可以多愛我們的神嗎？聖經教導我們，到底有

這樣做嗎？ 

 

第二部分，要談到信仰的傳承。 

 我們知道做父母每一位，都想要給兒女最好的，當兒女還在肚腹裡面，希望有

胎教，放音樂給他們聽，希望他有氣質，當出生之後，爸爸媽媽希望給小孩最好



的，醫師說要吃母乳，當需要有配方給小孩，就用心準備，說到尿布有很大學

問，有一次教會有一對年輕人生小孩，去他家探訪，到他家看到很多人去探望，

都帶尿布，帶尿布去不知道要用什麼品牌，有時候父母要給小孩最好，會選品

牌，當小孩慢慢長大要讀幼稚園，那是很有學問，比較好幼稚園一出生要拿戶口

名簿去排隊，不然排不上，父母親都很用心，希望贏在起跑點，沒有唸書前開始

補習，到國中以後，父母也是讓小孩繼續補習，一直到高中與大學，父母都希望

把最好給孩子，想想看有一件很重要事情，就是這份信仰，到底有沒有把這份信

仰當成最好禮物送給小孩，到底耶穌這位神，是我們的神，是否也是小孩的神

呢？ 

 

信仰傳承分成幾點分享： 

 第一，應當將神的話放在心裡，並且殷勤教導兒女，請看申命記 6:6我今日所

吩咐你的話，都要記在心上。6:7 也要殷勤教訓你的兒女，無論你坐在家裡，

行在路上，躺下，起來，都要談論。6:8 也要繫在手上為記號，戴在額上為經

文。6:9 又要寫在你房屋的門框上，並你的城門上。這地方這樣說到，摩西對以色

列百姓事情上這樣說，今天吩咐你的話，你要記在心上，上一代要把聖經神的話

記在心上，如果沒有把信仰根札穩，就不能殷勤教訓兒女，我們把信仰根札好，

就能用神的話教導兒女，這邊說，無論你坐在家裡，行在路上，躺下，起來，都

要談論。在家是否有把握機會跟兒女談論信仰呢？走在路上都要談論。 

 小弟印象很深刻，因為小孩在高中時候，我會利用在車上時間，跟他們討論信

仰問題，早上上學，開車二十分鐘，這二十分鐘，就是我跟他們討論我對信仰的

體驗，下課去接他們時候，就會問他們在學校有遇到什麼事情嗎？孩子會在這段

時間跟你分享他發生的事情，他們願意跟你說他們發生的事情，就可以對他們今

天所發生事情，給他們怎樣的信仰建議，當躺下來，每天晚上睡覺之前，在小孩

在上大學之前，小孩在身邊，每天晚上叫他們到我房間，小孩會問我說，我自己

禱告，到你房間做什麼，我一樣有禱告睡覺，我說不一樣，我很堅持，說禱告要

到我房間，小孩有時候會耍脾氣，說我已經禱告過，為何要再禱告一次，我說不

行，要來我房間禱告一次，就是晚上就寢之前，要來我房間，躺下之前，要一起

討論，至少把握就寢之前，全家一起禱告機會，早上起來上學之前，一起禱告，

雖然有時候來不及，禱告只有跟主耶穌打招呼一下就出門，說：主耶穌不好意

思，因為今天比較趕，但是還是要一起禱告，聖經說也要繫在手上為記號，戴在

額上為經文，又要寫在你房屋的門框上，並你的城門上。很多做父母很用心教導

小孩，到一個信徒家中，看到父母很用心教導小孩英文，每一句上面都有英文，

小弟不在行，就問他說為何這麼多地方，會看到英文，我說小孩看到就叫他唸一

次，念久了就知道，我就說聖經說要繫在手上為記號，戴在額上為經文。你應該

要在家中四處寫經文，讓小孩了解，我們發現，家裡有很多地方貼經文的呢？很



少看見。小弟有一次去訪問，看到一戶家庭，在浴室放聖靈月刊，我問他這聖靈

月刊在浴室做什麼？他說他每個月都在浴室看完聖靈月刊，很多人可能都沒有看

完月刊，總會出版聖靈月刊，沒有人索取，年輕人說現在電子版手機都可以看，

捫心自問，到底手機聖靈月刊看完嗎？每天大家看臉書，但是聖靈月刊很少去

看，這邊說到，信仰傳承，要從自己自身建立起來，才能把這信仰傳承出去，第

一部分說到這裡，休息五分鐘， 

 

第二節：感謝主，這時候開始我們第二節聚會，奉主耶穌聖名開始第二節聚會，

我們剛剛有說到，應待要將神的話放在心上，並且殷勤教導我們兒女，所以父母

在信仰上，我們到底留給孩子是什麼？到底是留給孩子是印象還是影響呢？印象

與影響是不同的事情，印象就是我知道我爺爺，父親是信耶穌，他們是真教會的

信徒，影響就是可以走在這條路上，可以堅持這一份信仰，可以在真教會裡面繼

續查經，繼續成長。 

 接下來要讓家庭成為傳承信仰地方，聖經大衛王留下美好模範，請看列王記上

2:2 我現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所以你當剛強作大丈夫，2:3 遵守耶和華你神所吩

咐的，照著摩西律法上所寫的行主的道，謹守他的律例，誡命，典章，法度，這

樣，你無論作甚麼事，不拘往何處去，盡都亨通。2:4耶和華必成就向我所應許

的話說：你的子孫若謹慎自己的行為，盡心盡意誠誠實實的行在我面前，就不斷

人坐以色列的國位。這邊說到，當大衛他年紀老邁時後，他知道他自己死期臨

近，他對他兒子所羅門教導一段重要的話，說遵守耶和華你神所吩咐的，照著摩

西律法上所寫的行主的道，謹守他的律例，誡命，典章，法度，這樣，你無論作

甚麼事，不拘往何處去，盡都亨通。神都與你同在，所以當他交代所羅門，一開

始做得很好，所羅門在基遍獻祭，那天神顯現，神說你向我求什麼都賞賜給你，

這時候所羅門向神祈求智慧，神說你一切沒有求的，不管是什麼都要賞賜給你

們，這是神給他的恩典，這是神對他說的話，神非常疼愛他。 

 神第二次又向他顯現時候，對他說什麼話呢？請看列王記上 9:2耶和華就二次

向所羅門顯現，如先前在基遍向他顯現一樣。9:3對他說：你向我所禱告祈求

的，我都應允了，我已將你所建的這殿分別為聖，使我的名永遠在其中，我的

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裡。9:4你若效法你父大衛，存誠實正直的心行在我面

前，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謹守我的律例典章，9:5我就必堅固你的國位在以

色列中，直到永遠，正如我應許你父大衛說：你的子孫必不斷人坐以色列的國

位。這地方說到，神第二次向他顯現時候，其實神向所羅門所說的話，就是神交

代大衛的話，就是要謹守神的誡命，只要行在神的道路上，神就會讓他的子子孫

孫繼續坐在王位，不會讓國位斷掉，他年輕時候做得很好，年老，被妃嬪影響引

誘，我們父母有跟我們交代過神的事情，以及信仰，到底我們有傳承下去嗎？ 

 我印象很深，小時候父親說一見證，說家裡很貧窮，家中米缸沒有米，當米缸



沒有米怎麼處理，爸爸說就到教會聚會時候，晚上騎腳踏車去嘉義教會聚會，在

教會途中，順便帶著抓鱔魚的簍，路邊挖幾隻蚯蚓，就把那放在簍，看到有水就

放在，隔天就去收，很奇妙，晚上沒有路燈，看到有水地方就放，就去教會聚

會，第二天去教會收鱔魚時候，就看到自已發掘怎會放在這地方，這是怪手挖過

的地方，怎會收到魚？爸爸說很奇妙，當米缸沒有米，怪手挖過的地方，整個簍

很重，就拿回家煮，孩子在等爸爸打開籠簍，興奮感覺，有時候會有蛇爬出來，

一打開很多鱔魚，爸爸說奇怪那地方不可能有鱔魚，一打開籠簍滿滿，當家裡沒

有米，就有鱔魚，就拿去菜市場賣，可以去換成米，隔天感覺昨日那地方這樣

好，就想說再放一次看看，隔天一樣放在那邊，當去放時候，隔天收了一隻都沒

有，這是神奇妙地方，這是信仰要讓家裡的人知道，讓家裡成為傳承信仰地方。 

 

 第二點，父母親要時常帶領小孩到神面前，主耶穌傳道裡時候，有一次發生一

件事情，請看馬可福音 10:13有人帶著小孩子來見耶穌，要耶穌摸他們，門徒便

責備那些人。10:14 耶穌看見就惱怒，對門徒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不要禁

止他們，因為在神國的，正是這樣的人。10:15我實在告訴你們，凡要承受神國

的，若不像小孩子，斷不能進去。10:16 於是抱著小孩子，給他們按手，為他們

祝福。 

 這地方說到有一次耶穌傳福音，有人帶著孩子來見耶穌，這帶孩子來見耶穌的

目的是什麼？這段聖經看到之後，就知道是父母親帶著小孩來按手祝福，父母是

聰明的，知道要小孩在小時候就帶到主耶穌面前，很多父母親說，小孩太小不知

道傳道在說什麼，有的父母說不帶來，有父母說小孩太小帶來只是搗亂就不帶

去，我家小孩很小就帶到教會，三位小孩都差一歲很小，帶到教會，就把小孩放

在身邊，老大坐在身邊，就跟他們說現在要聚會，開始唱詩要拿讚美詩，我知道

他看不懂，一字字比給他看，雖然他看不懂，他知道在聚會，傳道翻聖經，一字

字指給他看，他看不懂，他知道在聚會，等到他幼稚園大班，慢慢寫字，一字一

字對，他知道坐在會堂就是在聚會，父母親也是在小孩小時候帶到主耶穌面前，

因為小孩越小，要養成聚會習慣，不只是安息日聚會，不只是宗教教育聚會，要

去想想看，聚會還有哪種聚會，晚上聚會很重要，而且長輩自己回想，以前年輕

時後，每天晚上都會聚會，父親會跟我說每晚聚會都要到，我說明天要考試，父

親說沒關係，我載你去教會，不管颳風下雨，颱風天，以前颱風天教會沒有停止

聚會，現在政府宣布停止上班上課，教會就變成停止聚會，這聚會要養成，父母

要帶著養成習慣，父母也是，當這父母帶小孩到耶穌面前，知道耶穌是福氣來

源，信仰傳承很重要，信仰傳承誰來帶領，有人說宗教教育老師要帶領，沒有

錯，但是一週只有一兩小時，老師影響有限，無可推諉，就是父母親責任，何時

帶領，有人說越早越好，有人說來不及，已經大學，但是最好時間就算過去，現

在開始也不嫌晚。 



 到底要怎樣帶領？帶領有很多方式，要如何帶領小孩到神面前，當小孩到教

會，相信教會會安排很多對小孩有益處的課程，並且教會安排小孩擔任聖工時

候，父母親要盡量幫助小孩，小弟這幾天看到領詩的小孩很優秀，穿著很整齊，

打領帶，大家都很認真，這不是只是小孩就可以完成，一定是父母親有幫助小孩

要幫他打理裝扮，提早來教會準備，在協助聖工之前，要到教會禱告，這是很重

要過程，並且在這段經節說最後耶穌抱著小孩，給他們按手祝福，這是耶穌很親

切的動作，也是讓父母學習，就是父母與小孩之間，不要越來越疏遠，但是因為

小孩越來越忙碌，大人工作越來越忙碌，我們跟小孩熟悉時間越來越疏遠，耶穌

抱著小孩給他們祝福，父母親回家，要抱抱小孩，摸摸他的頭，有的小孩不願

意，覺得很麻煩，當可以摸摸頭，抱抱時候要多親近，這是培養親子關係。 

 

第三點，如何建立家庭祭壇。 

 請看提摩太後書 3:15並且知道你是從小明白聖經，這聖經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穌

有得救的智慧。這地方說到，這提摩太從小明白聖經，為何他可以從小明白，因

為他的母親與他的外祖母，他們傳承很好的信仰基礎，趁早建立家庭祭壇，想想

看，小孩何時會與我們再一起，大學之前會在我們身邊，總會教牧處現在很用

心，我們不知道如何建立家庭祭壇，要翻聖經我不會，要跟小孩講聖經道理，我

也講不出來，現在有家庭祭壇的影音短片，有時候可以去教育資源網看看，「屋簷

下的時光」是針對家庭祭壇的影片，時間不長，是十分鐘以內，看有機會集合家

庭，一起看，或者是分享，或者是一起禱告結束，有人說那很困難，小孩看不

懂，有幼稚班教材，主所愛的一家人，有很多故事說給小孩聽，父母親不善於講

述，可以利用教會提供的教材，讓小孩從小信仰建立好，當小孩出去，緊緊抓住

這一段信仰，就像但以理書當中，但以理他的表現非常好，我們知道但以理被抓

到巴比倫，這時候只是一位年輕人，當時候大概是十六、七歲，他被抓到巴比倫

王宮時候，巴比倫王給他怎樣待遇呢？他可以使用王膳，喝王的酒，但是但以理

對太監說一句話，請看但以利書 1:8 但以理卻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飲的

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監長容他不玷污自己。他立志不用王的，他不願意被玷

汙，他被抓到外邦，一位十六、七歲小孩，他知道他可以用，他卻對太監長照樣

說，這是多好的待遇，這是誰家中教養出這樣好信仰的小孩呢？他甘願不用這些

東西，他知道這樣會玷污自己，家庭祭壇要建立時候，我們要在小孩小時候，雖

然不知道怎樣建立可以利用教會資源，建立家庭祭壇有一件重要事情，就是要有

很好親子關係，我們發現親子關係不好時候，要建立家庭祭壇非常困難，單單叫

他到你房間就很困難，要請他翻聖經更不用說，要有良好親子關係，絕對不要用

強硬手段建立家庭祭壇。 

 最後分享，要塑造甜蜜家庭，讓兒女有安全快樂學習環境，並且兩人同行，可 

以傳承信仰，做父母要讓小孩看見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孩子在夫妻關係上看見彼此相愛，小孩不希望看到父母每天吵

鬧，所以要讓小孩看到夫妻彼此相愛，小孩就會願意在家庭裡面。 

第二件事情，讓小孩在生活中看到神恩典，小孩每天生活，很多神恩典看作是自

然的，當神恩典臨到時候，要讓孩子看見神的恩典臨到我們家。 

第三件事情，要讓孩子在侍奉上，看到盡心侍奉主的父母，事奉主的態度到底是

什麼，當小孩看見父母盡心服侍神，就會來學習。 

 最後看一段聖經，詩篇 78:3是我們所聽見所知道的，也是我們的祖宗告訴我們

的。78:4 我們不將這些事向他們的子孫隱瞞，要將耶和華的美德和他的能力，

並他奇妙的作為，述說給後代聽。這地方說到，不要將這些事情向子孫隱瞞，並

且要把神的美德與能力，以及奇妙作為，訴說給後代聽，什麼是神奇妙作為，有

跟小孩說過我家到底怎樣信主呢？我家到底如何進入真耶穌教會信仰呢？小弟覺

得這很重要，如果信仰不能讓小孩知道我家怎樣信真耶穌教會，那就不成功了，

如果第五代，更要清楚曾祖父等怎樣傳承下來，小弟以前問父親我家到底怎樣進

入真耶穌教會，我爸爸說這件事情很重要，我跟他們說，你們沒有記下來，下一

代就忘光光，我說這要寫下來，爸爸說這信仰從爺爺奶奶傳承下來，那時候他們

身體不好，住在嘉義，那時候附近有真耶穌教會的信徒，跟奶奶說，你身體不好

來真耶穌教會信主，耶穌是大能醫師，但是奶奶說我們拜佛，與信耶穌無關，爺

爺很愛奶奶，會用腳踏車載著奶奶，為了找神明從嘉義騎到台南去找神明，怎樣

看都不會好，最後有人找他去找招魂的，我爺爺帶奶奶去，他們說要準備牛車，

上面要放很多禮物，要放錢燒給祖先，因為你祖先沒有錢，來找你太太才會身體

不好，我爺爺說家裡就沒有錢，就跟親戚朋友借錢，牛車也燒，病也沒有好，再

去找，招魂的，那位就說，因為你父親要招女兒回去作伴，我爺爺聽了很生氣，

怎會有這種父母，後來就不去拜拜了。有一次生病要去看醫師，到嘉義基督教醫

院，旁邊有人說信耶穌很好，他想到之前鄰居介紹說，信耶穌病會好，都沒有

去。就去跟鄰居說，沒關係我們坐三輪車的，可以載你們去教會聚會，我奶奶三

十幾歲，到教會被人家認為是阿嬤，七月天把自己包得緊緊，他覺得很冷。但是

他經過幾次聚會，奶奶不用再把自己包得密不透風，奶奶對爺爺說，這位神真是

活神，經過下一次靈恩佈道會，爺爺帶著奶奶全家人受洗，那一次嘉義教會施洗

三十一位，有兩個家族一到受洗，這就是要把我們信仰過程說給兒女聽，如果沒

有記下來，時間過去就忘記。 

 小弟勉勵，這份信仰必須要同行，家裡兩人要同行，父子要同行，並且要把信

仰傳承下去，只要把神奇妙作為美德傳承給小孩聽，相信小孩會了解這份信仰多

寶貴。 

 只要把信仰傳承好，相信每一家庭會祝福滿滿，體會到神恩典，在生活中感謝 

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