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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敬拜 2 

哥林多後書 2 Corinthians 3:4、4:7 

 

→ 哥林多後書 2 Corinthians 4:6「那吩咐光從黑暗裡照出來的神，已經照在我們心裡，叫我們得知神榮耀

的光顯在耶穌基督的面上。」 

"For God, who commanded the light to shine out of darkness,"  

"Hath shined in our hearts." 

 "To give the light" 

 "of the knowledge of the glory of God in the face of Jesus Christ." 

=> Truce worship based on knowledge. By recognition who He is and what He has done. 

→ 真敬拜是根據真理，知道而且承認祂是誰和祂所做的一切。 

→ 內容比形式重要 

=> 為什麼敬拜上帝那麼重要？ 

1. 聖經整本充滿了敬拜 

天使敬拜 

救贖的目的 

十誡開始就教導敬拜 

會幕，以色列生活的中心 

→ O.T. 舊約從亞伯，挪亞，亞伯拉罕作榜樣。 

→ N.T. 新約彼得前書 1 Peter 2:5「你們來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為靈宮，作聖潔的祭司，

藉著耶穌基督奉獻神所悅納的靈祭。」 

羅馬書 Roman 12:1-3「1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

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2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

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3我憑著所賜我的恩對你們各人說：不要看自己過於

所當看的，要照著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 

→ 將來在天上在天堂也是充滿了敬拜，在永恆中就是敬拜。 

啟示錄 Revelation 4啟示錄 Revelation 5 

2. 影響生活每個層面 

→ 那些不為上帝所接受的敬拜：有該隱，烏西雅，掃羅，用自以為是的方式。 

→ 敬拜真神從那裏開始呢？從重生得救開始，離了上帝的救恩沒有救贖，沒有真敬拜。 

→ 猶太人敬拜上帝，回教拜阿拉，不為上帝所接受，You can't worship the true God, unless you are 

redeemed by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 羅馬書 Roman 14:18「在這幾樣上服事基督的，就為神所喜悅，又為人所稱許。」 

→ 羅馬書 Roman 14:13「所以，我們不可再彼此論斷，寧可定意誰也不給弟兄放下絆腳跌人之物。」 

→ 羅馬書 Roman 15:16「使我為外邦人作基督耶穌的僕役，作神福音的祭司，叫所獻上的外邦人，因

著聖靈成為聖潔，可蒙悅納。」 

→ 以弗所書 Ephesians 5:8「從前你們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裡面是光明的，行事為人就當像光明的子

女。」 

→ 腓立比書 Philippians 1:9-11「9 我所禱告的，就是要你們的愛心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多而又多，10

使你們能分別是非（或作：喜愛那美好的事），作誠實無過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11 並靠著耶穌基督

結滿了仁義的果子，叫榮耀稱讚歸與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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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摩太前書 1 Timothy 2:1-3「1我勸你，第一要為萬人懇求、禱告、代求、祝謝；2為君王和一切在

位的，也該如此，使我們可以敬虔、端正、平安無事的度日。3這是好的，在神我們救主面前可蒙

悅納。」 

→ 提摩太前書 1 Timothy 5:3「要尊敬那真為寡婦的。」 

→ 彼得前書 1 Peter 2:20「你們若因犯罪受責打，能忍耐，有什麼可誇的呢？但你們若因行善受苦，

能忍耐，這在神看是可喜愛的。」 

→ 希伯來書 Hebrews 13:15「我們應當靠著耶穌，常常以頌讚為祭獻給神，這就是那承認主名之人嘴

唇的果子。」 

3. 在救贖的歷史中少不了敬拜。 

尼西米記 9:6「你，惟獨你是耶和華！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並天上的萬象，地和地上的萬物，海

和海中所有的；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天軍也都敬拜你。」 

→ 夏娃拜蛇，信靠它，亞當拜夏娃，隨夏娃犯罪，然後上帝指示犧牲牲畜，代替罪的刑罰，

擊打了蛇的頭，上帝開始了救贖的歷史，重新得回敬拜。 

→ 人類一開始亞伯該隱的衝突，也是因爭論敬拜，該隱殺了亞伯，人之間敵對的關係也因

worship 敬拜開始，人有不同的崇拜對象。（worship）方法，不為上帝所接受的崇拜立見分

曉。 

→ 始祖亞伯拉罕築壇敬拜為什麼？ 

→ 每當人們或以色列人用對方法真正敬拜上帝時就蒙福，反之就受到了責罰。 

例： 以色列人的歷史，在曠野，在迦南。摩西為什麼沒能進迦南地呢？ 

歷代志上 1 Chronicles 29:20-25「20大衛對全會眾說：你們應當稱頌耶和華─你們的神。於是

會眾稱頌耶和華─他們列祖的神，低頭拜耶和華與王。21 次日，他們向耶和華獻平安祭和燔

祭，就是獻公牛一千隻，公綿羊一千隻，羊羔一千隻，並同獻的奠祭；又為以色列眾人獻許

多的祭。那日，他們在耶和華面前吃喝，大大歡樂。22 他們奉耶和華的命再膏大衛的兒子所

羅門作王，又膏撒督作祭司。23 於是所羅門坐在耶和華所賜的位上，接續他父親大衛作王，

萬事亨通；以色列眾人也都聽從他。24 眾首領和勇士，並大衛王的眾子，都順服所羅門王。
25耶和華使所羅門在以色列眾人眼前甚為尊大，極其威嚴，勝過在他以前的以色列王。」 

使徒行傳 Acts 7:41-51「41那時，他們造了一個牛犢，又拿祭物獻給那像，歡喜自己手中的工

作。42神就轉臉不顧，任憑他們事奉天上的日月星辰，正如先知書上所寫的說：以色列家啊，

你們四十年間在曠野，豈是將犧牲和祭物獻給我嗎？43 你們擡著摩洛的帳幕和理番神的星，

就是你們所造為要敬拜的像。因此，我要把你們遷到巴比倫外去。44 我們的祖宗在曠野，有

法櫃的帳幕，是神吩咐摩西叫他照所看見的樣式做的。45 這帳幕，我們的祖宗相繼承受。當

神在他們面前趕出外邦人去的時候，他們同約書亞把帳幕搬進承受為業之地，直存到大衛的

日子。46大衛在神面前蒙恩，祈求為雅各的神預備居所；47卻是所羅門為神造成殿宇。48其實，

至高者並不住人手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言：49 主說：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腳凳；你們要

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裡是我安息的地方呢？50 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嗎？51 你們這硬著

頸項、心與耳未受割禮的人，常時抗拒聖靈！你們的祖宗怎樣，你們也怎樣。」 

以色列歷史中除了短暫的幾次屬靈復興，以斯帖，尼西米....大多都是遠離真神。 

教會開始成立，帶來真正的敬拜。腓立比書 Philippians 3:3「因為真受割禮的，乃是我們

這以神的靈敬拜、在基督耶穌裡誇口、不靠著肉體的。」 

4. 上帝有吩咐要我們敬拜祂 

馬太福音Matthews 4:10「耶穌說：撒但（撒但就是抵擋的意思，乃魔鬼的別名），退去吧！因為經上記著

說：當拜主你的神，單要事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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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福音第四章撒瑪利亞婦人信主的過程 

約翰福音 John 4:24「神是個靈（或無個字），所以拜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他。」"must" 必須 

哥林多後書 4:15「凡事都是為你們，好叫恩惠因人多越發加增，感謝格外顯多，以致榮耀歸與神。」 

ultimate purpose of believer is to worship God and give glory to Him. 

→ 耶穌說我就是那位你們要敬拜的上帝 

It is not where you worship but whom you worship. 

<=> 敬拜的對象，真理，內容就是耶穌 God is spirit. God is everywhere. 

以賽亞書 Isaiah 44:18-19「18他們不知道，也不思想；因為耶和華閉住他們的眼，不能看見，塞住他們

的心，不能明白。誰心裡也不醒悟，也沒有知識，沒有聰明，能說：我曾拿一分在火中燒了，在炭火

上烤過餅；我也烤過肉吃。這剩下的，我豈要作可憎的物嗎？我豈可向木 子叩拜呢？」 

以賽亞書 Isaiah 44:24「從你出胎，造就你的救贖主─耶和華如此說：我─耶和華是創造萬物的，是獨自

鋪張諸天、鋪開大地的。誰與我同在呢？」 

使徒行傳 Acts 17:24-31「24創造宇宙和其中萬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25也不用

人手服事，好像缺少什麼；自己倒將生命、氣息、萬物，賜給萬人。26 他從一本（有古卷作血脈）造出萬

族的人，住在全地上，並且預先定準他們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27要叫他們尋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

其實他離我們各人不遠；28我們生活、動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們作詩的，有人說：我們也是他

所生的。29我們既是神所生的，就不當以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藝、心思所雕刻的金、銀、石。30世人蒙

昧無知的時候，神並不監察，如今卻吩咐各處的人都要悔改。31因為他已經定了日子，要藉著他所設立

的人按公義審判天下，並且叫他從死裡復活，給萬人作可信的憑據。」 

→ 真正的敬拜。 

約翰福音 John 4:24「神是個靈（或無個字），所以拜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他。」 

哥林多前書 1 Corinthians 6:19「豈不知你們的身子就是聖靈的殿嗎？這聖靈是從神而來，住在你們裡頭

的；並且你們不是自己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