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敬拜的生活 

第三课  祷告里的敬拜 

 

我们在第一课的学习里，知道敬拜的真谛就是与神
团契和交通，这也是神造我们的原因。神渴望与人分享
他的爱，也同样渴望人也能以爱来回报他。试想一下，
当神与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边走边谈心的那些黄昏是
何等的美好啊！ 

但是，当人犯罪堕落之后，通向亲密关系的门就被
关上了，然而神那伟大而慈爱的心仍然临到他所创造的
人。申命记 33：3 说：“ 他疼爱百姓” ，当他的子民呼
求他时，他仍然垂听，因此我们仍然能够透过祷告这条
途径与神保持交通。 

祷告并不是难事。难道我们不希望与那爱我们、并
且我们也爱的人交谈吗？好象地上的谈话一般，我们谈
的越多，也就越容易谈。同样，我们祷告得越多，就越
容易祷告，也就越容易用我们的言语和敬拜表达我们对
神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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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课里，你将会学到…… 

用我们的语言来敬拜神 
用圣灵的语言来敬拜神 
无声的敬拜 

这一课会帮助你…… 
 明白敬拜里的祷告与其他形式的祷告有什么区别。 
 认识旧约和新约时代崇拜和赞美的方式。 
 明白怎样将圣经所描述的在祷告里敬拜的榜样应用

在今天的生活之中。 

用我们的语言来敬拜 

目标一：认识不同形式的祷告的例子。 

当你祷告的时候，是否有时会这样说：“ 亲爱的
神，请你帮助我解决这个困难” 吗？这个祷告是蒙主悦
纳的，因为他喜爱帮助我们解决一切的需要，这种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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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祈求的祷告；你也知道为你的食物和神倾倒给你的
各种各样的福气而感谢他，这也是一种重要的祷告方
式，我们可以称之为感恩的祷告。 

也许你曾经为其它事情祷告，或者为别人或国家的
需要而祷告，这就是代求的祷告，神曾吩咐他的儿女要
特别花时间来代祷。然而，有一种祷告却不依赖于我们
周围的环境，而只在乎神和他的属性，这就是敬拜的祷
告。 

当我们用祷告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把焦点从我们
自己身上、我们的需要、甚至我们已经得着的答案上转
移，单单注目于神本身以及他那永不改变的永恒属
性― ― 他的能力、信实、慈爱以及与他的本性有关的一
切属性。我们的态度不再是打开双手去接受（得到）什
么，而是准备好去付出（给予）；我们要献上自己。 

大卫所写的许多诗篇都是敬拜的祷告，在诗篇 99：
1-3 中，他在敬拜中赞美神的属性：“ 耶和华作王，万
民当战抖。他坐在二基路伯上，地当动摇。耶和华在锡
安为大，他超乎万民之上。他们当称赞他大而可畏的
名，他本为圣！”  

以敬拜作为祷告的开始是很好的，当主耶稣教导他
的门徒如何祷告时，也是这样行。耶稣在向父祈求之
前，用颂赞将荣耀归予父。他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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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
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马太福音 6：9-10） 

                                                             

~ 你 的 作 业 ~ 

1.  请根据马太福音 6：9-10，把下列句子补充完
整。 

    a)  神是我们的_____________________。 
    b)  他的名是___________________。 
    c)  他拥有_____；他的权柄超越_____和_____。 

 

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就会发生三件事：首先，我
们得着神赋予我们作为他的儿女的特权地位；第二，我
们使我们的仇敌魔鬼回到他的地方，使他不能有所作
为。我们宣告他在我们身上没有任何权柄，因为我们属
于神的国度，并且神应许保护和保守我们；第三， 重
要的是我们能藉着敬拜来讨主的喜悦。箴言 15：8 说：
“ 正直人祈祷，为他所喜悦。” 主喜悦我们的祷告。 

现在，请花一段时间来思想主。如果有其它的思虑
扰乱你，你可以求圣灵在敬拜中帮助你，他能使你的心
思意念都专注在神的事情上。 

   “ 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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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
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
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
代。” （诗篇 100：3-5） 

                                                             

~ 你 的 作 业 ~ 

2.  判断题：判断下列句子的对错。 
    a)  几种类型的祷告都是有意义的，并且能使人

得益  处。 
    b)  敬拜只是崇拜程序（服事）中的一项仪式。 
    c)  耶稣教导他的门徒敬拜。 
    d)  敬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要得着我们真正渴望

得到的答案。 

将第三题和第四题的两个句子补充完整，选择能与
之配合的正确选项。 

3.  当你敬拜神的时候，如果你想不到该说些什么
话，你可以 

    a)  不用思想；神知道你的能力有限。 
    b)  请你的牧师为你写下祷文，让你熟记它。 
    c)  找诗篇或圣经里有关敬拜的经文，然后向神

朗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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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求圣灵在你的敬拜中帮助你。 

4.  敬拜的祷告与其他形式的祷告不同，在于它 
    a)  不是提及我们的困难和需要。 
    b)  必须是为其他人的祷告。 
    c)  依赖于我们的环境。 
    d)  只是为着神的属性而荣耀他。 

5.  请仔细阅读左边的祷告，然后在每句祷告之前
填上代表该类祷告的字母。 
  祷告                             祷告的类型 
___a “ 求你医治我的头痛。”              P--祈求             
___b “ 帮助那些住在无神论国家的人。”    T--感恩 
___c “ 感谢你赐我朋友。”                I--代求 
___d “ 我们赞美你，因你是满有怜悯的。”  W--敬拜             
___e “ 请早日拯救我的家人。”  
___f “ 哈利路亚！”  
___g “ 感谢你保护我们旅途平安。”  
___h “ 求你祝福这些食物。”  

用圣灵的语言来敬拜           

目标二：列出至少三种能够帮助信徒在圣灵里敬拜
的方式。 

 我们的主在升天之前，给予他的门徒特殊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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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
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
要受圣灵的洗。” （使徒行传 1：4-5） 

    十天之后，他们果然都得着圣灵的洗。他们受圣灵
的洗所表现出来的一个特征是：他们所有的人都开始用
各种他们从未学过的语言来敬拜神，站在旁边着的人都
亲眼看见并且亲耳听见所发生的事。显然他们针对这件
事提了许多问题，后来彼得回答他们： 

“ 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
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
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
来的。” （使徒行传 2：38-39） 

这次讲道之后，许许多多的人都被圣灵充满― ― 在
那一天里就有三千人！因为这个应许是给所有“ 主我们
神所呼召的人” ，如今信徒们仍然可以经历美妙的圣灵
充满，没有一个人会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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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曾感到惊异，为什么每个人都渴望得着这种
经历呢？如果你已经接受了圣灵的洗，那么你就已经知
道其中的部分答案；但是在这一课里，我们会提到用一
种我们不知道的语言― ― 圣灵的语言（方言）来敬拜
时，我们所获得的一些益处。 

我有一位精通三种语言的朋友，他告诉我当他“ 说
方言” 或说出圣灵的语言时，发生在他身上的事。 

他说：“ 我内心充满了对神的爱，所以我用自己所
知道的西班牙语来敬拜他，对他说出爱慕的话语；接着
我又用自己所知道的英语来敬拜他，接着又用德语敬
拜，但这些都远远不够。突然间，我开始说出一种奇异
的语言，虽然我并不明白这些话语，但我知道我仍然是
在告诉神，我是何等的爱他。我终于知道这些话语足以
表达我对神的爱，因为它们是天国的语言，这是多么奇
妙的经历啊！在我能够用方言去敬拜神之前，我从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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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如此的喜乐。”  

在灵里敬拜主的美妙和福气是远非笔墨所能形容
的。在我撰写这个课程的时候，神向我清楚显明这真
理。当时，我面临一个特别困难的试炼，沉重的压力大
得使我几乎透不过气来，于是我便藉着祷告的语言（方
言）来敬拜神，就得着力量去应付一切。在许多失眠的
长夜里，我也被圣灵的话语所充满，就像我在日间闲暇
时被圣灵充满并用他的语言祷告一样，这些话语时常都
是很容易地涌流出来；但也有一些时候，我敬拜神是因
为我选择这样做，而不是因为我心里感觉喜欢去敬拜
神。 

有一天我向神呼喊说：“ 为什么我现在要面对这种
试炼，主啊，为什么会是我？” 我似乎立刻就听到他温
柔的话语：“ 你正在撰写有关敬拜的益处的书，我要你
亲身领略和体验到你所写的信息是真实的。”  

让我以神的话语、以及我个人在圣灵的语言的敬拜
中得着无比的福气的经历来向你保证：当我继续如此敬
拜的时候，我的不安和自怜没有了，我内心的痛苦也消
失了，而我的笑容变得更加真实了。 

圣 灵 把 我 们 带 到 天 父 的 同 在 中 （ 以 弗 所 书 2：
18）；圣灵帮助我们的祷告是有结果的，罗马书 8：26
说：“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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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
告” 。圣灵释放我们脱离惧怕，并且赐能力使我们刚
强、有爱心并能够自制，“ 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
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 （提摩太后书 1：
7）；他还提醒我们：我们所有的盼望，就是分享神的荣
耀。“ 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
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罗马书 5：5） 

在圣灵里的敬拜使我们超越了生命的短暂困难，当
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掌管万物的永生神身上时，就得着
释放。荣耀神是何等美好的事啊！因为他真配得一切的
荣耀。当我们用方言敬拜神时，我们彰显了神的荣耀并
颂赞他的美善，“ 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
（使徒行传 10：46） 

如果你仍未得着圣灵的洗这奇妙的经历，你现在就
可以向主祈求，他应许赐圣灵给每一位信他的人。 

                                                             

~ 你 的 作 业 ~  

6. 将下面这个句子补充完整，选择能与之配合的正
确选项。 

用圣灵的语言来敬拜的意思是            。 
   a)  运用领受圣灵的洗时随之而来的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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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用一种不知道的方言来祷告。 
   c)  彰显神的荣耀，因为他真是配得的。 

7.  请列出信徒在灵里敬拜时所得着的其中的三个
益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无声地敬拜            

目标三：阐述默祷的两个目的。 

无言无语？我们怎能在祷告里敬拜主，却又不说话
呢？这不仅是可能的，有时我们确实必须默默地祷告。 

当我们默祷时，有两件事就会发生：第一，我们可
以将自己内心 深处的意念带到主的面前，这些意念是
别人不必知道的。 

“ 耶和华啊，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
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
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啊，
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 （诗篇 139：
1-4） 

当我们静默时所发生的第二件事也是同样重要的，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就能够“ 等候在他面前” 。 

   “ 等候在主面前主” 的意思就是当我们等候他对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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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的时候，保持外在和内心的安静。圣灵能够把他的
意念带进我们的思想并帮助我们，或者引导我们记起圣
经的话语。这就是敬拜中团契和交通（交情）的 完美
意义的表现。 

 

团契永远不是一种“ 单向” 的活动，如果只有一个
人在自言自语，那就不是真正的交谈了。如果两人要彼
此分享，他们就必须说话。神也同样盼望与我们说话，
他说：“ 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
大又难的事指示你” （耶利米书 33：3）。主渴望赐给
我们悟性，使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境遇。当
我们给神时间、让他可以和我们分享他奥秘的事时，我
们就会更清楚应当如何工作和祷告。   

“ 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
慧能力都属乎他。……将智慧赐与智慧人，将知识赐与
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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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与他同居。” （但以理书 2：20-22） 

也许你在灵修时已经“ 等候主在主的面前” ，并且
你想更进一步学习如何等候主。那么你就要找一个既安
静又不会被打扰的地方，只有你一人，并且祈求主以他
的意念来充满你的思想。你也要求他帮助你剔除你自己
的思虑，并拒绝撒但试图渗入你思想里的任何意念。然
后，你只需安静地敬拜主，并要耐心等候他对你说话。
通常神会根据他的话语（圣经）来对你说话。  

神说：“ 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
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
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
他尊贵。” （诗篇 91：14-15） 

                                                         

~ 你 的 作 业 ~ 

8.  默祷有哪两个重要的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判断题：下列的句子中，哪些是正确的？ 
    a)  神只垂听开声的祷告。 
    b)  无声的敬拜能帮助我们聆听神的声音。 
    c)  静默无声的敬拜只适用于你独处的环境里。 

      d)  神永远不会说一些与他的话语― ― 圣经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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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的话。 
10. 将下面这个句子补充完整，选择能与之配合的正确
选项。 

  当我们“ 等候在主的面前” 的时候，我们就可以 
    a)  与我们在天上的父分享奥秘的事。 
    b)  等候神的应允或指引。 
    c)  只是保持安静，以使我们可以心猿意马（心

不在焉）。 
    d)  安静或静默无声地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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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课的答案 ~ 

1.  a)  天父。 
    b)  圣洁的。 
    c)  国度，天上，地上。 
6． 所有的选项都是正确的。 
2.  a)  对    b)  错    c)  对    d)  错 
7． 你自己的回答，可以包括与神的亲密交通，享

受他的同在，被神的慈爱、喜乐、平安及能力所充满，
并且知道你是在赞美他，因为他是配得一切颂赞尊荣
的。 

3.  c)  找诗篇或圣经里有关敬拜的经文，然后向神
朗读出来。 

    d)  求圣灵在你的敬拜中帮助你。 
8.  将我们内心 深处的意念带到神的面前，并且

“ 等候在他的面前” 聆听他对我们说话。 
4.  a)  不提及我们的困难和需要。 
    d)  只是为着神的属性而荣耀他。 
9． a)  错    b)  对    c)  错    d)  对 
5.  a)  P― 祈求 
    b)  I― 代求 
    c)  T―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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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W― 敬拜 
    e)  I― 代求 
    f)  W― 敬拜 
    g)  T― 感恩 
    h)  P― 祈求   
10. a)  与我们在天上的父分享奥秘的事。 
    b)  等候神的应允或指引。 
    d)  安静或静默无声地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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