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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 

專欄 靈
修

信仰的建立應從家庭開始，全家人設定

一個固定的時間在家裡聚會，不像教會所安

排的「家庭聚會」，有外人參加，而是一家

人自己在家裡敬拜神、互相造就的「家庭禮

拜」，或稱「家庭祭壇」；家庭祭壇的目的

是要引導全家大小，學習如何向神獻上馨香

之祭，以建立「基督化家庭」。

一.設立「家庭祭壇」的重要

神為人類設立婚姻，生養子女，組織家

庭。家庭由夫妻、父母、子女組成，具有生

育、教育、經濟、照顧和養護等功能，是人

在世界上最重要的扶持單位，一生中不論物

質或精神面，都有賴家庭的供應。

在信仰上，家庭成員的互相教導、勉

勵、督促，更是一個人靈性長進的關鍵。藉

著家庭祭壇，將可使全家尊神為大，一起學

習認識神、一起向神禱告、一起分享生活點

滴；互相鼓勵扶持、共同面對生活、度過苦

難，然後靠主得勝。尤其在末世，價值觀越

來越偏差，惡者的引誘越來越猖獗，而家庭

祭壇會是守護家庭，進行家庭宗教教育的最

佳方式。

家庭祭壇能在家庭生活圈中形成神與人

相契的結合，比一般人的情分來得更甜美。

在這空前邪惡、混亂的世代，正是面對最大

挑戰的時刻，每個家庭建立家庭祭壇，至為

重要。茲舉兩個實例供參考：

1.爸爸的教導

在一次家庭祭壇（又稱家庭禮拜），一

位父親與他的孩子話家常，提及這些年來常

有些重大的災難發生，有不少的家庭成員喪

生在意外的災難當中。

信仰從家庭開始

文／林永基

信仰的根基， 

都是藉著家庭的宗教教育打好基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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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問孩子：「假如這樣的災難發生在

我們家，那時只有你一人存活，你要如何面

對這麼大的巨變？」孩子不知如何回答。爸

爸繼續說：「聖經記載約伯曾遭遇了橫禍，

一夜之間，家產全失，孩子也死於意外的災

難當中，約伯便起來，撕裂外袍，剃了頭，

在極其悲傷當中，仍伏在地上下拜，說：

『我赤身出於母胎，也必赤身歸回；賞賜的

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耶和華的名

是應當稱頌的。』在這一切的事上約伯並不

犯罪，也不以神為愚妄（伯一20-22）。後

來他從疑惑、困苦當中，與神交通，他的結

論就是我從前風聞有祢，現在親眼看見祢。

神就使約伯從苦境轉回，並且耶和華賜給他

的比他從前所有的加倍。」

爸爸提醒孩子，在患難當中，一定要緊

緊抓住神。人在災難時，世上一切都可拋

棄，只要有生命必得主的幫助，重新再起。

爸爸拿起身邊一塊不起眼的銅塊，問孩

子：「這塊銅值多少錢？」

孩子回答：「5塊錢」。

爸爸說：「如果它只是一塊銅，是值

5塊錢，但當用它打造成銅鎖，就值500塊

錢，設計成精緻的飾品，也許可賣5,000

塊錢，藝術家用他創作成藝術品，就價值

50,000塊錢以上了。」

然後又說：「敬畏神的人，知道神會賜

人智慧，能使人在生活中展現創意，它的價

值可能會變成500元、5,000元，甚至50,000

元。神是我們的至寶，信靠祂，祂必作我們

隨時的幫助」（傳一14，十二1、13）。

2.媽媽的教導

家庭是孩子最早接觸的環境，影響最

大，所謂「三歲定終身」，為了兒女的信

仰，必須把握這最好的時機，看重信仰的培

養。

有一位讀國小三年級的小妹妹，有一

次，校方派她代表學校在星期六參加全國作

文比賽。由於星期六必須守安息，所以小妹

妹向老師請辭，請學校改派校內第二名參

賽。但學校不願意改派他人，校長、教務主

任和導師亦不斷追問她放棄參賽的原因，最

後，她告訴老師：「我當以父的事為念」。

導師就去問小妹妹的媽媽：「『我當以父的

事為念』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小妹妹的媽媽聽了，感動到眼眶都紅

了。她向老師解釋，小妹妹應該是希望安息

日能到教會敬拜神。她非常感謝主，當下心

中下了一個重要的決定，一定要和孩子在道

理上一起成長，親近神、與神同行。

感謝主，很奇妙的，教育局竟將此次比

賽時間改至星期三，使小妹妹仍然代表學校

參賽，也得了名次。

二.舊約的家庭祭壇

1.挪亞的典範

洪水滅盡世界之後，唯一存留的挪亞一

家八口，出了方舟，第一件要緊的事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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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耶和華築一座壇，拿各類潔淨的牲畜和飛

鳥，獻在祭壇為燔祭。耶和華聞那馨香之

氣，就心裡說：「我不再因人的緣故咒詛

地」，並且附帶了許多祝福（創八20-21，

九１）。

2.雅各得神提醒

雅各在衣錦榮歸之後，竟忽略了帶領家

人築壇獻祭，親近神；以致神的道不在其

中，兒女心中貪愛世界，女兒為人所辱，兒

子因此而殺人，惹得全家惶惶不安。之後，

透過神的提醒，雅各才吩咐全家人自潔，除

掉外邦偶像，一同上伯特利去築壇獻祭，過

著敬虔的生活（創三四1-31，三五1-7）。

3.約伯常常獻祭

約伯也常常清早起來，叫家人自潔，按

著家人的數目獻上燔祭；因為他恐怕他的兒

子犯了罪，心中棄掉神（伯一5）。約伯為

了家庭的幸福，所費的一番苦心，是值得我

們效法的。

三.新約的家庭祭壇

今日是恩典時代，我們無須再像律法時

代，宰殺牲畜、築壇獻祭；因為基督獻了一

次永遠的贖罪祭，便叫那信靠衪的人得以成

聖，永遠完全了（來十12、14）。因此，今

日的「家庭祭壇」所當獻的，不再是牛羊，

而是以我們的心靈和誠實，做為馨香之祭，

與神靈交，求神悅納（約四24）。

雖然新約時代與神交通比舊約時代簡化

很多，不需殺牛宰羊獻祭，但是主教導我們

要以心靈與誠實敬拜神，這是很重要的兩個

要求。

1.要用心靈敬拜神

我們要讓神內住在我們心中，當神內住

的時候，惡者就不敢來害我們（雅三15），

同時神讓我們能明白祂的旨意，在生活中就

能掌握人生正確的方向了，而我們所以知道

神住在我們裡面，是因祂所賜給我們的聖靈

（約壹三24）。

2.要用誠實的心敬拜神

以誠實敬拜神就是言行要表裡一致。人

若言行與神的話不相符，便不得見到神的面

（賽八20）。可見心存誠實非常重要。

誠實就是真實，平常不少人都忽略了心

存誠實，例如聚會常遲到、事奉和禱告沒有

盡心盡意，而且習以為常，得過且過不以為

意，這就對神不誠實了，神怎會悅納我們的

敬拜？

有時考試作弊、開車超速、撿到皮夾沒

有交給警察局、買盜版書或電子產品……，

這時若是心存僥倖，想說「不被抓到就沒

事」，就放膽去做，這些都是不誠實的行

為，是神所不喜悅的。

我們平時若是忽略心存誠實，敬拜神便

是罔然的。所以在家庭禮拜當中，要不斷提

醒家人以心靈和誠實敬拜神，這是非常重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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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家庭祭壇與家庭幸福

「家庭祭壇」的目的，是要引導全家大

小，學習如何向神獻上馨香之祭，以建立

「基督化家庭」，以基督為我家之主，彼此

以主道相勸，憑愛心互相代禱。實施家庭祭

壇，實在是追求一個美滿幸福的家庭的捷

徑，它能帶給我們美好的果效。

1.累積美好的信仰根基

家庭祭壇的設立，實為家庭幸福的最佳

保障。

在這個世代，離婚的比率不斷攀升，每

三對夫妻就有一對離婚，另外一對則天天爭

吵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日久，必定會心灰

意冷，對婚姻失去了願景，遲早會走上離婚

的地步。

可是看看主內敬畏神的夫妻，他們有家

庭祭壇可以彼此勉勵，在神的愛中學習，就

培養了信靠神的心，儘管難免會有衝突的時

候，但是有神的話維繫在他們的心中，想到

經上的話：「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

都能做」（腓四13），就會靠主突破僵局。

2.促成同心合意

俗語說：「家和萬事興」。家庭成員難

免會有意見不同的時候，這時，若想到經上

的話說：「為什麼不情願受欺呢？為什麼不

情願吃虧呢？」（林前六7）。其實，只要

與得救無關的，就不要太堅持己見，因事緩

則圓。

當意見不同時，可以透過禱告，順服聖

靈的帶領，在靈裡必然會趨於一致。所以主

說：「若是你們中間有兩個人在地上，同心

合意的求什麼事，我在天上的父，必為他們

成全」（太十八19）。一家人的同心合意，

是禱告得力的祕訣。同心合意的養成，非一

朝一夕；唯有在家庭祭壇中，以神的道互相

砥礪，誰有了難處，就彼此分擔，以愛心代

禱，才能漸臻於理想。

3.尊神為大

因為家庭是最有效的教育場所，欲培養

溫文有禮的好子女，非單靠所謂的「現代教

育」。原來，人心的棄惡從善，須藉聖靈的

更新變化；欲得智慧，亦須由認識真神，尊

神為大。

摩西能成為以色列民的領袖，提摩太能

成為優秀的傳道者，其信仰的根基，都是藉

著家庭的宗教教育打好基礎的。

因此，引導家人親近神、尊神為大，是

不容忽視的重要工作。

有一位弟兄見證：「我以前輕忽親近

神，在事業上打拚二十多年，仍是回到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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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聚的時間都沒有，那麼，家庭生活到底是

一種享受？或是一種忍受？

雖然今日可能有些家庭成員因工作、學

業、事業等關係，常不在家，無法經常相聚

在一起；但目前科技的發達，可以解決這個

問題。只要有心，即使遠在他鄉，也可以透

過免費的網路視訊舉行家庭祭壇，與家人約

定睡前某個時間，一起分享神的話語，互相

勉勵、代禱，造就全家人。

3.我不覺得重要

這是屬靈見識的問題。有些人認為家庭

祭壇大可不必，只要參加安息日崇拜就已足

夠。這樣的基督徒是「安息日的基督徒」，

只在星期六才來聚會，其餘六天，除非有了

難處，否則就不與主打交道。事實上每日讀

經，互相分享，是非常重要的。

鄭弟兄是一位高級警官，工作繁忙導致

壓力大得難以承擔，有一天他想要結束生

命，就舉槍抵著太陽穴，想一死了之。就在

開槍之前，低下頭看到桌上一張紙條，是昨

日讀經：「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

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神

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

們的心懷意念」（腓四6-7）。那時寫下兩

個字的心得「交託」，當他看到這張紙條，

喚醒了他要交託，他趕緊去禱告，感謝主，

點，現在體會到大衛所說：『主啊，我的心

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測不透的

事，我也不敢行』（詩一三一1），這節經

文非常重要；以前，我心狂傲、眼高大，重

大和測不透的事，我都敢行，結果損失慘

重。當我學會尊主為大時，體會到神不斷為

我開路，生活中充滿喜樂。」

五.建立家庭祭壇的障礙

為了使家庭祭壇的建立不成為口號，茲

先提出建立家庭祭壇可能產生的障礙，同時

指出克服障礙的方法及應注意的事項，盼能

帶給同靈拋磚引玉的果效，共同建立基督化

的家庭。

很多信徒的家庭沒有家庭祭壇，他們的

藉口如下：

1.我沒有時間

這是輕重緩急的先後問題。如果我們沒

有時間做神要我們做的事，那麼，我們要做

甚麼呢？曾經有一位犯人向法官述說：「我父

親那本名著幫助許多人成了法官，卻害了我。

他花了十幾年的時間忙於撰寫那本書，每次

我找他，他都趕我走，不管我，也不安慰我；

因此，我今天落到這個地步。」這位犯人的自

述提醒我們，在一切的忙碌當中，應把家庭擺

在第一位，付上心血、時間來建立家庭祭壇。

因為沒有一項成功能彌補家庭的失敗。

2.要一家人聚在一起很不容易

這是時間上的安排問題；假如一家人連



21http://joy.org.tw    holyspirit@joy.org.tw
網路線上雜誌             雜誌社信箱

壓力就立即消除了。他說：「這經文救了我

一條命」。

有不少養成讀經習慣的信徒都曾經有這

樣類似的經歷，可見讀經對信徒的造就非常

重要。在家裡若能經常分享讀經的心得，必

能體會家庭祭壇的重要性。

4.我不知道怎樣做

這是技術上的問題，這也許是唯一合理

的問題。很多不是從小在基督徒家庭長大的

人，真的往往不曉得該如何舉行家庭禮拜。

有時因不知如何講解聖經，有時因孩子尚

小，聽不懂，又不會唱詩，因此就覺得沒有

必要舉行家庭祭壇。

教會應負起教導「如何讀經」與「如何

推動家庭祭壇」的責任，讓信徒在信仰生

活上，懂得建立家庭祭壇，必能讓家庭更美

滿、更有見證。

六.進行家庭祭壇的方式

「家庭祭壇」就是由一家人共同商定最

合適的時間舉行家庭禮拜（不與教會聚會

時間衝突），時間規定之後，就不要輕易變

更；聚會不拘形式，以合乎敬虔為首要。

現在我們來談談進行家庭祭壇的方式。

1.選定最合適的時間

進行家庭祭壇的時間，應該選在聚集全

家人最方便的時間，每一個家庭都不一樣。

在次數上，可以每天舉行，也可以一週

兩次、一週一次、兩週一次，或者一個月一

次；在經驗上，以一週一次是最多人採用，

而且是比較沒有障礙的，每個家庭應該選擇

最適合自己家庭的舉行頻率。

進行家庭祭壇，一次以多少時間為宜，

也是每個家庭不同，一般而言，30分鐘應該

是個合宜的時間，但應由各家庭自行決定。

進行家庭祭壇，重要的是持續性，不在於時

間的長短。

2.進行家庭祭壇的內容

詩頌、讀經、分享、禱告，是家庭祭壇

中最常用的方法，因著家庭祭壇時間的長

短，可以自由調配；也因著各家庭成員組成

不同、孩子年齡不同、家庭需要不同，自行

調配。只要在這四項目上不斷追求，主必賜

福。

結語

以諾與神同行三百年，並且生兒養女；

以諾共活了365歲。以諾與神同行，神將他

取去，他就不在世了。以諾被接去以先，

已經得了神喜悅他的明證（創五22-24；來

十一5）。

以諾為什麼得神的喜悅？他雖然生兒養

女，不但不影響他與神同行，而且信仰傳承

得很好，一直到他的第四代子孫挪亞，全家

都能勝過罪惡的環境，就在於他們在家裡建

立了美好的信仰，這豈不是值得我們深思與

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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