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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课    教会的庆典 

    好几年以前，有个靠演艺为生的人把自己的小提琴摔
得粉碎，“我再也不要为魔鬼演奏了！” 他说道。 

    几个月以后，他对于自己急燥的行为颇感后悔，于是
又买了一把小提琴。并且学会了运用他的音乐才能来服事
主！ 

    偏向任何一个极端似乎是人的本性。因此，有些教会
会一味地讲究崇拜的礼节和仪式，以致于他们没有圣灵感
动的空间。同时，有些人宣称要脱离世俗事物的束缚，他
们不再多做像唱赞美诗这一类的事。 

    然而，我们不需要像一条在海上飘荡的船那样，先是
靠向这边然后再靠向另一边。 

 

    我们在基督里所拥有的自由，是神所赏赐对我们有益
的。它让我们在天上和地上的事务之间，取得一个 美的
平衡。 



 
93

在本课中你将学习到： 
    教会的仪式 
    教会的节庆 
    仪式敬拜或自由形式的敬拜 

本课将帮助你： 
    更了解教会的各样仪式 
    认识教会一年中的大节庆及其背后所代表的意义 
    在仪式敬拜和自由敬拜间寻求一个折衷的方式 

教会的仪式 

目标 1. 知道什么是根据圣经律法的教会仪式和选择性的 

       教会仪式。 

    玛丽和提摩太的大喜之日——结婚大典终于到了！双
方家人忙着策划和筹备的工作。所有教会的朋友都应邀来
参加牧师所主持的典礼和证婚仪式后在交谊厅举行的餐
点招待。 

    玛丽是个喜欢幻想的女孩，在那样庄严肃穆的场合她
不由得产生敬畏之心，她要作一位神所期望的妻子。提摩
太也很兴奋。不过，他认真地思考过他即将立的誓约——
爱他的新娘、供养她，并且成为家中灵命生活的领导者。
牧师也和他们协谈过好几次。他们了解坚定的婚姻不是
“巧合”，必须由双方共同经营造就。彼此之间的关系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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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基督为中心，随着年岁的增长他们的爱情也将持久不
断，并且越来越醇。 

    他们很高兴能在教会结婚。全教会会友分享他们的喜
悦，更使得整个婚礼圆满无缺。 

    我们已经讨论了浸水礼和圣餐礼，两者都是我们确知
的典礼。圣经告诉我们当遵行这个礼。我们已在第五和第
六课中研读过。教会也主持其它在圣经中有明确依据的仪
式，如婚礼。其它的如新居落成的献屋礼就具有选择性，
就是说我们若希望举行献屋礼就举行，若不希望也可以不
用举行，这个决定在于我们自己。让我们来看一些会让我
们分享到快乐或哀伤的典礼，也许我们曾参加过这些典
礼。 

     1. 证婚。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在教会中举行婚礼是
合适不过的了。整个婚礼的重心是围着新郎和新娘的立

约进行，彼此誓言今生今世均为对方的丈夫或妻子。在某
些国家，牧师在法律上具有合法的地位，可以替人证婚。
有些地方则必须先依照地方习俗的仪式后，才能到教会举
行婚礼。 

     2. 献婴礼。基督徒父母带着他们的婴儿或幼儿到教
会，在公开的仪式中，将婴儿或幼儿献给神，承诺用敬畏
神的心将孩子抚养长大。牧师将宝宝抱在怀中为他和他的
双亲祷告。会众常在这样的仪式中分享到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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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为生病的人祷告。生病的人经常在聚会中要求特
别的祷告。于是教会里的某位长老或执事会在病人的额头
上涂油，然后为他们祷告。这种医治仪式一点也不罕见。
它可以应着当时的需要立刻举行或逐次举行。病人可能在
自己的家中或在医院里接受这样的祷告。耶稣说信徒将
“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马可福音 16：18、雅各书 5：
14-15 )。 

     4. 献屋。当有人搬入新家后，他可能希望举行献屋
典礼。把房子献给主，邀请基督作他们家的主。牧师和朋
友们也都聚集来分享这份喜悦。基督徒设立公司、学校、
活动中心或教会时，都会要求举行献堂礼拜。他们希望把
所做的归荣耀给主。 

     5. 举行丧礼。当有家人去世时，需要在教堂里举行
追思礼拜。从举行追思礼拜当中，信徒们帮忙分忧可以减
轻丧家的哀痛。牧师用神的话语来安慰并提醒家属，我们
用不着悲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帖撒罗尼迦前书
4：13 )。我们有荣美的盼望，我们所爱的人已被接到主的
面前，在那里他们不再遭受痛苦，圣经上应许我们必得再
相见。 

    来参加丧礼的人当中有些人从未上教堂作礼拜，而这
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向这些人传讲福音接受基督的机
会。基督徒也可以借着准备食物或在其它事情上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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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服事主。 

    有时候，有些家庭希望在过世亲人的逝世周年纪念日
时，举行一个特别礼拜以纪念过世的亲人。他们可以对教
会作奉献以示纪念。对先前祭拜祖先的新信徒来说，这样
的仪式可以取代过去祭祖的习俗。 

习题： 

1.查阅下面左边所列的经文，将右边列出的仪式填写在左
边适当的题号之前。 
 ...a 创世记 50：1-14             1)婚礼 
 ...b 撒母耳记上 1：27-28         2)丧礼 
 ...c 历代志下 7：9               3)水洗礼 
 ...d 约翰福音 2：1               4)为病患祷告 
 ...e 使徒行传 28：7-9            5)献婴礼 
                                 6) 献堂 

    另外，还有两个与教会有关的仪式，也常在教会里举
行。 

     6. 新会员的加入仪式。听完新会友班之后，申请参
加会友的信徒会在牧师、长老、执事和同工的带领下，举
右手宣誓成为会员。若能在大多数的新会员都能参与的情
况下，举行欢迎的仪式是再好不过了。 

     7. 长执同工和教师的就任仪式。有些教会会为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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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的同工举行就任仪式。牧师会劝诫他们要依照神所喜悦
的方式，尽他们应尽的责任。当牧师在为他们祷告时通常
会众肃立。这不只是一项习俗而已，这样简短的仪式不仅
给予这些领袖们鼓励，也更坚定他们获得所有肢体的支
持。 

习题： 

2. 根据罗马书 12：15，我们应该分享 
 a). 主要在于分享别人的哀伤。 
 b). 主要在于和别人同享他们的快乐。 
 c). 当有一个特别的需要感动我们的时候。 
 d).不论别人遇到快乐或哀伤的时候。 

3. 在下列所提到的仪式前面圈出在圣经中，仪式举行时
有特别指示说明的典礼。 
 a).水洗礼。                    d).圣餐。 
 b).新会员的加入。              e).丧礼。        
 c).长执同工和教师的就职典礼。                                

教会的节庆 

目标 2. 将节庆的名称与所纪念的事件相配合。 

    教会的节庆日是教会举行庆典的特别日子，通常是庆
祝和纪念基督的生平以及教会的历史。在大多数的教会年
历上记载了四个重要的节庆：圣诞节、受难日、复活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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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旬节(圣灵降临节)。另外还有圣枝主日，耶稣升天日和
主日。 

    圣诞节 是一个欢乐的节期，教会会特别安排节目。
通常圣诞节的节目需要很多的事前准备工作。小朋友们忙
着学习要背颂的经文和献唱的歌曲，而青年们则练习圣诞
诗歌，他们也有可能会演出一段圣诞节的故事。那天也会
有糖果和小点心的发送。不论教会安排的节目是简单还是
精致的，其目的都是纪念基督的降生，就是神所赐给世界
做为礼物的救主。信徒们可以借着这些节目的进行，将福
音的信息介绍给父母和未信主的朋友。 

 

    圣枝主日 是纪念当年耶稣骑着驴光荣地进入耶路撒
冷城的日子。群众挥舞着棕榈树的枝叶，并将棕榈枝叶铺
在地上让耶稣走过。他们赞美祂，并喊叫着：“和散那归
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马太福音
21：9 )。圣枝主日是圣周的开始，也就是教会纪念基督被
钉十字架和埋葬前，生命中的 后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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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难日 提醒我们耶稣所受的苦和死在十架上。有些
教会开放一整天让会友们进来祷告；有些则举行三小时的
聚会，思想耶稣临死前的 后七个字、唱相关的诗歌和祷
告。 

    复活节 是一个令人特别喜乐的日子，因为基督从死
里复活了。人们喜欢用花来装饰教会，有些人则会穿着明
亮的新衣服到教会。在牧师传讲耶稣复活的信息时，是令
人喜悦的时刻。如果失去这样的真理，那么教会的庆祝就
没有意义了。我们喜乐是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活着。我
们不仅能从圣经经文里证明(哥林多前书 15：20 )，还有
圣灵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保证。 

    耶稣升天日 是复活节后的第六个星期日。升天日事
实上应该是在星期四，也就是复活节后的第四十天，但是
许多教会就将这一天顺延到星期日来庆祝。而我们绝对不
能忘记耶稣确实地离开了这世界，升到天上去了。祂坐在
神的右边(希伯来书 10：12 )，是我们教会的头、我们的
大祭司(希伯来书 4：14 )。祂会从天上再回到地上，就像
祂所应许的一样(使徒行传 1：11 )。 

    五旬节(圣灵降临节) 是耶稣被钉在十架上之后的第
五十天。这一天正巧与犹太人收获祭，也就是逾越节之后
的第五十天是同一天。五旬节也是在庆祝“教会的诞生”那
时圣灵降临在那些到耶路撒冷敬拜的信徒身上。他们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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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被圣灵的大能和喜乐充满，而且当圣灵充满他们时，使
他们能够开始说方言。为了向站在四周围的人解释圣灵充
满的经验，彼得引用约珥的话：“神说，在末后的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使徒行传 2：17)。 

    主日 是现今的信徒们聚会敬拜的日子，是早期教会
唯一所知道的节庆。当时的基督徒庆祝这“每周一次的复
活节”，以提醒他们自己基督的复活。他们保留了这个“基
督徒日”也是星期的第一天，用来祷告、讲道、教导和领
用圣餐。 

    在近几年中，有些教会的庆典活动有了一些发展。例
如父亲节和母亲节是在荣耀我们的父母。新年除夕夜则在
祷告、敬拜和奉献的气氛中庆祝新一年的到来。通常称之
为“除夕礼拜”。 

    教会也可能会在秋季的时候，选择一天做感恩礼拜或
收获祭。也有些信徒会要求特别的感恩礼拜，以纪念、感
谢神在他们生命里面所成就的事。那可能是他们的祷告得
到响应或是因神的帮助成就了某事。在这样的聚会礼拜
里，他们会献上特别的感谢给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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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教会也许庆祝部份或全部以上提到的特别节庆，
也可能还有一些是没有提到的。然而 重要的不是在于这
些节庆的本身，而是在于记念主为我们所做的工以及祂的
同在。这一点要牢记在心，这样庆典才不会变成没有属灵
意义的空洞仪式。 

习题： 

4.将右栏节庆的名称与左栏的叙述相配合。 
 ...a 耶稣的诞生。            1）圣枝主日 
 ...b 光荣进圣城耶路撒冷。    2) 主日                         
 ...c 钉死在十字架上。        3) 受难日 
 ...d 复活。                  4) 圣诞节 
 ...e 耶稣升天。              5) 复活节 
 ...f 教会的生日。            6) 五旬节 
 ...g 每周一次的复活庆祝。    7) 耶稣升天日 

5.我们在刚才的课文中所提到的节庆中对教会具有相当
的价值，因为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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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提醒我们在灵命上或圣经上的重要事件。 
 b). 帮助我们保持传统。 
 c). 给我们一些有趣的事情做。 
 d). 提供我们向别人传福音做见证的方法。 

6.列出三项在近几年教会中庆祝的庆典。 

仪式敬拜或无拘束的敬拜 

目标 3. 分辨在教会中的仪式敬拜和无拘束的敬拜所扮演 

       的角色。 

    仪式敬拜 是指宗教典礼中无论言语或举止均按一定
秩序和模式者。而无拘束形式敬拜在言语和举止上则采取
自然随意的方式。此两种仪式在教会中都扮演重要角色。 

    研究早期的教会，你会发现它们根本没有所谓严格的
仪式。他们不局限于敬拜的方式，只讲求圣灵的带领和人
们的响应。不知从何时起，许多教会变得非常拘于形式，
也阻碍了圣灵的活动。仪式虽然被持续下来，但是却失去
了原有的意义。 

    那么在我们的教会中，仪式是否有其所占的地位呢？
答案是有的。在婚礼、丧礼、洗礼和领圣餐的场合中，各
仪式都有一定的言辞和步骤。整个过程是庄严肃穆的，并
且要确定任何一个项目不会被疏忽或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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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对无法阅读的人而言，背诵教会信条和复颂经
文是有其必要性的。除此之外，圣经也教导我们敬拜时应
该“凡事都要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行”(哥林多前书 14：40)。
不管怎样，讲求形式勿要太过拘谨，以免变得过度依赖。
应当由仪式敬拜和无拘束形式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 重
要的一点是典礼仪式背后所蕴涵的意义，要比典礼仪式重
要得多。 

    与旧约时期祭司穿着服饰的规定比较，新约的时候就
没有提到牧者或其他教会领袖该有的穿着。教会里也并不
太强调身份和地位，因为神职人员和一般信徒之间不再需
要太大的区别。而且我们在新约圣经中所看到的的确是简
单的敬拜仪式、丰盛的团契生活、对基督耶稣坚定的信心，
以及牧者们的谦卑和服事。 

    教会必须要有庆祝活动，因为没有什么事能比得上我
们在戏剧中演出救恩的那一幕，还更令人觉得兴奋、值得
庆祝的了。 

习题： 

7.教会中，下列那些情况应具备明确的仪式规范，有助于
典礼的举行。 
 a). 婚礼  
 b). 为病患祷告  
 c). 丧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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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全市的福音布道会  
 e). 赞美敬拜的礼拜  
 f). 圣餐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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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1.a2)丧礼  b5)献婴礼  c6)献堂  d1)婚礼  e4)为病患
祷告  

2.  b)  

3.  a)； d)。 

4.  a4)圣诞节  b1)圣枝日  c3)受难日  d5)复活节   

   e7)耶稣升天日  f6)五旬节  g2)主日 

5.  a)； d)  

6.你可能已列出母亲节、父亲节、除夕、感恩节、 

  收获祭，或其它你所属当地的节庆。 

7.你的答案可以是: a)婚礼  c)丧礼  f)圣餐礼。无论是参
加任何一个仪式，参加的人都应打开心灵接受圣灵的感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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