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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敬拜 3 

約翰福音 John 4:19-24 

 

→ 我們以為敬拜的地方，敬拜的儀式很重要卻失去了敬拜的真正目的與意義。 

<=> 敬拜的定義。N.T有兩個希臘文描述敬拜。 

Proskuneo to bown down; truo; to render dued honor, to pay homage。 

Acknowledge someone who is superior, worth of reverence, honor, homage. 

我們跪拜俯伏在主的面前把上帝當得的尊榮歸給祂。（We bow before God give God respect He 

deserred.）目的是要榮耀主。 

→ 你不認識上帝是誰，怎能把祂當得的榮耀歸給祂呢？ 

你的一生就是應該有敬拜的生活，委身給上帝，唯有祂是配得的。 

<=> 我們敬拜上帝的心態應如何？ 

上帝的本質與特性為何？What is the characteristic and essential nature of God? 

1. 面對上帝的聖潔常存敬畏的心 

詩篇 Psalms 2:11「當存畏懼事奉耶和華，又當存戰兢而快樂。」 

在敬畏戰競中如何能快樂呢？ 

詩篇 Psalms 2:12a「當以嘴親子，恐怕他發怒，你們便在道中滅亡，因為他的怒氣快要發作。」 

To embrace Him, depend entirely upon Him. 

使徒行傳 Acts 16:31「他們說：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 We are to lead lives of submission, not rebellion, not arrogance, lives filled with exultation, not the gloom 

of oppressions. 

敬畏上帝，尊崇主，戒慎恐懼，但因為高舉主，順服主而常存著喜樂，不是出於勉強，在

敬畏中心中喜樂而不受黑暗的壓制。 

畏懼敬畏在聖經中用顫抖形容。 

詩篇 Psalms 96:9「當以聖潔的（的：或譯為）妝飾敬拜耶和華；全地要在他面前戰抖！」 

上帝的聖潔：像烈火 consuming fire 除盡一切的邪惡與雜質，見到主的面是值得畏懼的。廟

裡的鬼神那些可怕的感覺與敬畏上帝的敬畏戰兢是不一樣的感受。 

O.T. 有記載；士師記 Judges 13:22「瑪挪亞對他的妻說：我們必要死，因為看見了神。」 

哈巴谷書 Habakkuk 3:15-16「15你乘馬踐踏紅海，就是踐踏洶湧的大水。16我聽見耶和華的聲音，

身體戰兢，嘴唇發顫，骨中朽爛；我在所立之處戰兢。我只可安靜等候災難之日臨到，犯境之民上

來。」 

聖潔完美，公義，全能審判的主，使人戰競恐懼 

N.T. 馬太福音Matthews 17:5-8「5說話之間，忽然有一朵光明的雲彩遮蓋他們，且有聲音從雲彩裡

出來，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你們要聽他！6門徒聽見，就俯伏在地，極其害怕。7耶穌

進前來，摸他們，說：起來，不要害怕！8他們舉目不見一人，只見耶穌在那裡。」 

2. 謙卑悔改的心 

以賽亞書 Isaiah 6:1-6「1當烏西雅王崩的那年，我見主坐在高高的寶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滿聖

殿。2其上有撒拉弗侍立，各有六個翅膀：用兩個翅膀遮臉，兩個翅膀遮腳，兩個翅膀飛翔；3彼此

呼喊說：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他的榮光充滿全地！4因呼喊者的聲音，門檻的根基

震動，殿充滿了煙雲。5那時我說：禍哉！我滅亡了！因為我是嘴唇不潔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潔的

民中，又因我眼見大君王─萬軍之耶和華。6 有一撒拉弗飛到我跟前，手裡拿著紅炭，是用火剪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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壇上取下來的，」 

在主的面前，深深體會自己的罪惡與渺小 Vision of God that produces worship. 

在審判萬人查看萬事的主面前，再不悔改是多麼可怕的事。以賽亞書 Isaiah 6:5。 

馬太福音Matthews 11:20-24「20耶穌在諸城中行了許多異能，那些城的人終不悔改，就在那時候責

備他們，說：21哥拉汛哪，你有禍了！伯賽大啊，你有禍了！因為在你們中間所行的異能，若行在

推羅、西頓，他們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22但我告訴你們，當審判的日子，推羅、西頓所受的，比

你們還容易受呢！23迦百農啊，你已經升到天上（或作：你將要升到天上嗎），將來必墜落陰間；因為在

你那裡所行的異能，若行在所多瑪，他還可以存到今日。24但我告訴你們，當審判的日子，所多瑪

所受的，比你還容易受呢！」 

哥林多前書 1 Corinthians 10:7-8「7也不要拜偶像，像他們有人拜的。如經上所記：百姓坐下吃喝，

起來玩耍。8我們也不要行姦淫，像他們有人行的，一天就倒斃了二萬三千人；」 

哥林多前書 1 Corinthians 11:27-31「27所以，無論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餅，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

的身、主的血了。28人應當自己省察，然後吃這餅、喝這杯。29因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體，

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30因此，在你們中間有好些軟弱的與患病的，死（原文是睡）的也不少。31我

們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於受審。」 

以斯拉記 Ezra 9:15「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啊，因你是公義的，我們這剩下的人才得逃脫，正如今日

的光景。看哪，我們在你面前有罪惡，因此無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 

3. 思念上帝的作為。詩篇 Psalms 77:11-14「11 我要提說耶和華所行的；我要記念你古時的奇事。12

我也要思想你的經營，默念你的作為。13神啊，你的作為是潔淨的；有何神大如神呢？14你是行奇

事的神；你曾在列邦中彰顯你的能力。」 

詩篇分五大段落，Ch1-41，Ch42-72；Ch73-89；Ch90-106；Ch107-150，每一段落的結尾

都是稱頌上帝的特質，上帝的作為。 

我們心中應該充滿了上帝的真理，因祂是誰和祂所做的一切，用感恩喜樂的心敬拜祂。 

詩篇 Psalms 45:1「（可拉後裔的訓誨詩，又是愛慕歌，交與伶長。調用百合花。）我心裡湧出美辭；我論到我

為王做的事，我的舌頭是快手筆。」 

希伯來書 Hebrews 12:28「所以我們既得了不能震動的國，就當感恩，照神所喜悅的，用虔誠、敬

畏的心事奉神。」 

路加福音 Luke 5:9「和一切同在的人都驚訝這一網所打的魚。」they marvelen' after they had seen the 

work of God. 

馬太福音 Matthews 9:33「鬼被趕出去，啞巴就說出話來。眾人都希奇，說：在以色列中，從來沒

有見過這樣的事。」 

約翰福音 John 9:32-33「32從創世以來，未曾聽見有人把生來是瞎子的眼睛開了。33這人若不是從

神來的，什麼也不能做。」 

路加福音 Luke 8:56「他的父母驚奇得很；耶穌囑咐他們，不要把所做的事告訴人。」 

耶穌所做，所說的，讓他們驚奇。 

4. 存感恩的心。詩篇 Psalms 50:23「凡以感謝獻上為祭的便是榮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

得著我的救恩。」 

<=> 敬拜的主體：1. 藉耶穌把榮耀歸給上帝。2. 榮耀高舉耶穌就是上帝。3. 耶穌就是上帝。 

1. We Give glory to God through Jesus Christ. 

以弗所書 Ephesians 1:3「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裡曾賜給我們天上各樣屬靈

的福氣：」 

加拉太書 Galatians 1:3「願恩惠、平安從父神與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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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立比書 Philippians 4:19「我的神必照他榮耀的豐富，在基督耶穌裡，使你們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希伯來書 Hebrews 13:20-21「20但願賜平安的神，就是那憑永約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穌

從死裡復活的神，21在各樣善事上成全你們，叫你們遵行他的旨意；又藉著耶穌基督在你們心裡行

他所喜悅的事。願榮耀歸給他，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彼得前書 1 Peter 5:10-11「10那賜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裡召你們，得享他永遠的榮耀，等你們暫

受苦難之後，必要親自成全你們，堅固你們，賜力量給你們。11願權能歸給他，直到永永遠遠。阿

們！」 

彼得後書 2 Peter 3:18「你們卻要在我們主─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和知識上有長進。願榮耀歸給他，

從今直到永遠。阿們！」 

2. We glorify Christ as God. 

啟示錄 Revelation 4:10-11「10那二十四位長老就俯伏在坐寶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遠遠的，又把

他們的冠冕放在寶座前，說：11我們的主，我們的神，你是配得榮耀、尊貴、權柄的；因為你創造

了萬物，並且萬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創造而有的。」 

啟示錄 Revelation 5:9-14「9他們唱新歌，說：你配拿書卷，配揭開七印；因為你曾被殺，用自己的

血從各族、各方、各民、各國中買了人來，叫他們歸於神，10又叫他們成為國民，作祭司歸於神，

在地上執掌王權。11我又看見且聽見，寶座與活物並長老的周圍有許多天使的聲音；他們的數目有

千千萬萬，12大聲說：曾被殺的羔羊是配得權柄、豐富、智慧、能力、尊貴、榮耀、頌讚的。13我

又聽見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滄海裡，和天地間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說：但願頌讚、尊貴、榮

耀、權勢都歸給坐寶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遠遠！14四活物就說：阿們！眾長老也俯伏敬拜。」 

在 O.T.敬拜上帝，在 N.T.透過耶穌敬拜上帝，在 N.T.敬拜耶穌祂就是上帝。 

3. Nature of Christ is God Himself 

約翰福音 John 10:30「我與父原為一。」 

約翰福音 John 4:21「耶穌說：婦人，你當信我。時候將到，你們拜父，也不在這山上，也不在耶

路撒冷。」 

約翰福音 John 4:23「時候將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靈和誠實拜他，因為父要這

樣的人拜他。」 

約翰福音 John 4:26「耶穌說：這和你說話的就是他！」 

約翰福音 John 5:19「耶穌對他們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子憑著自己不能做什麼，惟有看見

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樣做。」 

馬太福音Matthews 11:27「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沒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

所願意指示的，沒有人知道父。」 

約翰福音 John 17:1「耶穌說了這話，就舉目望天，說：父啊，時候到了，願你榮耀你的兒子，使

兒子也榮耀你；」 

約翰福音 John 14:6「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 

腓立比書 Philippians 2:6-11「6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7反倒虛己，取了奴

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8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9 所以，神將他升為至高，又賜給他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10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

的，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11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歸與父神。」 

哥林多後書 2 Corinthians 1:2-3「2願恩惠、平安從神我們的父和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3願頌讚歸與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父神，就是發慈悲的父，賜各樣安慰的神。」 

<=> 敬拜的方式，影響我們生活的每一個層次 

心中尊主為大，透過我們行為，語言，詩歌，思想，我們都在敬拜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