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课 

当受敬拜的王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马太福音 6：9）  

 

在第一单元中，我们阐述了信徒在祷告中的地位。我

们阐述了心的状态——而不是身体的状态。换句话说，当

你意识到你是谁和属于哪里的时候，你便能够更好地敬拜

和祷告。  
在这一单元中，我们将阐述敬拜和祷告这两者中哪一

个 为重要。我们将探讨优先次序的问题。“到神面前来

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希伯来

书 11：6）  
“信有神”指的是敬拜神。“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指

的是祈求神赐予某样东西的祷告。首先，我们必须敬拜。

然后，我们才能祈求。但是，请记住，他赏赐那寻求他的

人——而不是那些寻求赏赐的人。  
因此，祷告中的优先次序是敬拜。我们对他和他的国

度的关注要超过其他一切！这也正是我们在这一单元中，

要阐述神的名、神的国度和神的旨意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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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大纲  

尊崇我们的王  
敬拜的对象  
敬拜的责任  

推翻篡夺者  
篡夺者的嘴脸  
空宝座的谬论  

尊崇王的名  
王者之名的权柄  
王者的声誉  

课文目的  

当你学完本课时，你应当能够：  

 在为你自己的需要祈求之前，明白你的祷告应当首先

从敬拜神开始的重要性。  
 当你祷告的时候，请省察你的要求是否荣耀神。  
 认清撒但如何试图篡夺基督在信徒心中的位置。  
 指出并除掉那些玷辱神的言行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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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要领  

1、按顺序学习课文进程，按要求完成习题和自我测试题。 
2、阅读下面讲述了耶稣之名的大能的经节：约翰福音 1：

12；14：13；使徒行传 3：16；4：12；9：14；22：
16；罗马书 10：13。  

3、阅读罗马书 6：12-23，并阐述我们心里的宝座为什么

可能会是空的。  
4、作为一项尊崇神的名的行动，今天就向某个人见证耶

稣基督。  

关键词  

谬论  
宣告  
反叛  

声誉  
篡夺者  

课文进程  

尊崇我们的王  

目的 1、  指出一个信徒可以尊崇神为王的某些方式。  

神不仅是我们的父，神是我们的王。他有一个国度，

我们将在后面的课文中学习到这一国度。  
作为儿女，我们称他为父。作为子民，我们称他为王。

作为儿女，我们感谢他的爱和看顾。作为子民，我们顺服

和敬拜他。  
因此，神既是父也是王，而我们则既是儿女也是子民。

一个子民可能会做的 邪恶的事，就是不尊敬和不顺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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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王。他可能会做的 良善的事，就是事奉和尊崇他的王。

爱和尊崇可以通过顺从和事奉来得到体现，但是，光有顺

从和事奉还不足够。  

习题 1、一个子民应该       和            他的王。  

   我们不仅仅是仆人，我们是儿女和子民。我们的父和

王对我们的期望还有很多，不仅仅只是顺服和事奉。他要

对我们说话，要与我们相交。这是为什么敬拜时间如此重

要的原因所在。我们可以为某个人工作，可以顺从他，但

是并不爱他。然而，我们却不能这样敬拜神，除非我们尊

崇他，爱他。  

习题 2、为什么神对我们的期望不仅仅只是我们的事奉？  
                                             

敬拜的对象  

神所要求的敬拜，是有人性的和充满赞美的敬拜。神

希望我们告诉他，我们爱他。神所要求的敬拜，是要尊崇

他为王。  
有些人敬拜没有生命的偶像。有些人敬拜已经死去的

祖先。有些人敬拜自然。但这些敬拜对象没有一样是热情

的和有人性的，这些敬拜对象没有一样能向我们显明爱，

这些敬拜对象也没有一样能够垂听祷告。  
信徒们的敬拜对象又怎么样呢？我们的敬拜对象是

活的，我们的敬拜对象是充满了爱的。当我们带着歌声和

赞美进入到他的同在的时候，我们的敬拜对象将向我们显

明他自己。我们的敬拜对象是真神！他是唯一的神！除他

以外，没有别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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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 3、要像神所希望的那样敬拜他，其含义是什么？  
                                             

敬拜的责任  

可能有人会说，“我敬拜神，但是，我不相信耶稣是

神的儿子。”绝对不可能！你不可能敬拜神，而同时又拒

绝他的儿子。  
在约翰一书 3：22-23 中，约翰讲到了神，他说，“并

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

行他所喜悦的事。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

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人们怎么可

以说他们敬拜神，同时又不顺服他呢？神已经命令他们相

信耶稣基督是他的儿子。他们是要顺服他呢，还是继续欺

骗他们自己，认为神接受了他们的敬拜，同时他们又弃绝

了他的儿子？  

习题 4、在约翰一书 3：22-23 中，神命令我们要怎么做？  
                                             

如果我们要敬拜神，那么，我们就必须敬拜他的儿子。

对于耶稣，腓立比书 2：7-11 是这样说的：“反倒虚己，

取了奴仆的形像，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

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

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

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

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与父神。”为了尊崇耶稣的名，

万膝都要跪拜！如今，这是我们的特权，以后，这也将成

为每一个不信主的人的责任！神已经把权柄赐给了他的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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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耶稣，耶稣基督将行使管治的权力，直至他胜过了每一

个敌人。然后，即使是他的敌人，也会屈膝尊崇他的名。

为什么不现在就自愿地屈膝敬拜呢？  

习题 5、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a) 在基督面前，万膝都应该跪拜。  
b) 只有基督徒将会跪拜在基督的面前。  
c) 神已经命令人要相信耶稣基督。  
d) 神已经赐给了耶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推翻篡夺者  

目的 2、  指出谁是篡夺者，以及他会使用谁和利用什么来

完成他的工作。  

篡夺者的嘴脸  

如果我们想知道如何祷告，就应该知道谁在掌管我们

的心。如果我们骄傲自负，如果我们过多地考虑我们自己，

如果我们在寻求我们自己的荣耀，那么，撒但便成功地使

“自我”坐回到了我们心中的宝座上。  
我们通过观察是什么东西使某人烦恼和生气，便可以

知道是谁坐在这个人心中的宝座上。当神的名受到玷辱

时，他感到忧虑吗？当人们玷污天父的殿堂时，他感到烦

恼吗？对于那些侮辱他的人，他能够抑制他的愤怒吗？当

他认为他应该得到赞扬而人们没有赞扬他时，他生气吗？

让神掌管他心的人有福了，尊崇他王之名的人有福了！  

习题 6、当一个人说他不受任何人的管治时，他表明了： 
a）  撒但已经使自我坐到了他心中的宝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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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他完全掌管了他的生命。  
c）  基督是他生命的主。  

但是，除了“自我”之外，还有其他篡夺者，撒但也

会使这些篡夺者坐在人心中的宝座上。另一个很麻烦的篡

夺者被称为“事奉”，要认识到它颇为困难，因为人们容

易这样想，认为它是神所命定的。我们是如此地忙于为神

做事，以至于我们把这变成了一个“神”，甚至于开始敬

拜它。我们忽略了祷告。我们没有尊崇神的名。我们太忙

了！我们说，我们的事奉就是对神的敬拜。  
有一个做丈夫的认为，因为他有一份好工作，他供养

了家庭，因此，对他的妻子来说，他是一位好丈夫，我们

就像这样的一位丈夫。当他的妻子抱怨说，他不关心她的

时候，他便指出了他的工作，说她应该知道感恩和满足。

但是，她希望得到更多的东西，而不仅仅只是餐桌上的面

包，她渴望他的爱，她希望他与她交谈，她希望丈夫与她

分享他的思想和情感，她希望与他亲近，把家里所发生的

事都告诉他，她也希望把她自己心中的想法告诉他。  
神也是这样。他欣赏我们为他所做的一切工作，但是，

他也希望我们能够花时间与他在一起。他希望我们与他分

享我们的思想，希望我们享受他的同在。他希望我们敬拜

他，荣耀他的名。  

习题 7、除了事奉之外，神还希望我们怎么做？  
                                             

对于我们所阐述的内容，先知玛拉基时代的祭司们便

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让我们听一听玛拉基的话，他说，“众

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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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与我的名，我就使咒诅

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玛拉基书 2：
1-2）  

祭司们在祭坛上事奉，他们在履行他们的职责。但是，

他们做事并不是为了荣耀神的名。他们那样做，因为那是

一份工作——是他们谋生的一种方式。这当然会影响到他

们的做事方式。他们并不真正关心人们，他们只关心他们

自己。当你没有出于正确的理由来敬拜时，那么，你也不

会正确地完成你的工作。当你以工作取代了神而将之视为

王时，它会使得你不关心神，不关心你的家庭，也不关心

他人。但是，当神坐在你心中的宝座上的时候，你会为着

他的荣耀而工作，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荣耀他。  

习题 8、在玛拉基时代，神为什么不满意祭司们的工作？  
                                             

让我们来讲一讲从神的名中篡夺了荣耀的另一件事

情。当我们变成了人的门徒的时候，撒但便利用我们对这

些人的敬拜，把神从我们心中的宝座上挪去。哥林多教会

就曾经发生了这样的问题。有些是保罗的信徒，有些是阿

波罗的信徒，有些是彼得的信徒。于是，他们中间便产生

了分门结党的问题。他们让人坐上了他们心中的宝座，而

不是让神坐在他们心中的宝座上。他们关心保罗、阿波罗

和彼得这些人的名字，超过了关注神的荣耀。多么令人羞

耻啊！当信徒们更加关心尊崇人而不是尊崇神时，这是多

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然而，保罗、阿波罗和彼得并没有

什么错，他们都是尊崇神的人。而是那些人的错，他们把

保罗、阿波罗和彼得置于他们心中的宝座之上，而且尊崇

他们过于对神的尊崇。让我们把神置于我们心中的宝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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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敬拜他！  

习题 9、阅读哥林多前书 3：1-7，并阐述这一教会的错误

是什么。  
                                             

空宝座的谬论  

目的 3、  描述撒但用来篡夺基督在信徒心中的宝座的各

种方法。  

魔鬼是一个欺骗者，也是一个反叛者。他曾经是神的

高级的天使，但是，他的心变得膨胀起来，充满了骄傲，

他决定尝试篡夺神的宝座，于是他在天上领导了一次反

叛。很多天使受了他的欺骗，跟从了他。阅读以西结书

28： 1-17 中关于推罗王的记载。这段经文描述了撒但的

反叛。神把撒但和追随他的叛逆天使从天上摔了出去。撒

但被摔到了地上，并从那时开始统治了这地。神的计划是

要推翻撒但，夺回对这个世界的掌管。他首先差遣耶稣来，

耶稣基督胜过了罪和死亡，并砸碎了撒但的权柄。 终，

他将毁灭撒但，掌管这个世界。  

习题 10、以西结书 28：1-17 记述了推罗王，也描述了：  
a）  基督将来到这地上。  
b）  撒但的 终失败。  
c）  撒但的反叛。  

希伯来书 2：14-15 清楚地描述了耶稣为了使神的计

划成为可能所做的事：“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

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藉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

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撒但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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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管治着这个世界，但是，他的管治将会很快就被结束。

他仍然坐在那些外邦人心中的宝座上，并掌管着他们。耶

稣再来的日子近了，而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将会掌管这

个世界以及这世界上的一切。撒但的权柄和管治将会完全

消灭。对于那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来说，撒但的权柄已经

被打破，他再也不能掌管他们。如今，撒但不再坐在他们

心中的宝座上。在信徒们的心中，篡夺者已经被推翻！哈

利路亚！  

习题 11、耶稣如何释放那些因为怕死而成为奴仆的人？  

                                             

在信徒们的心里，撒但已经被推翻。那么，他们心中

的宝座是空的吗？没有谁管治信徒了吗？这是一个很重

要的问题！诸如空宝座这样的情况是不存在的，不是神坐

在宝座上，就是篡夺者占据着它。当一个当权者被推翻的

时候，另一个当权者便取而代之。事实上，当权者们通常

不会离开他们的宝座，除非某人把他们推翻！  

习题 12、为什么说人们心中的宝座是空的这一说法是谬

论？  
                                             

有些人认为并没有人能够掌管他们。这些人说，他们

是他们自己生命的主人，没有其他人在掌管他们。他们是

多么地荒谬啊！他们又是多么地自欺欺人啊！“岂不晓得

你们献上自己作奴仆，顺从谁，就作谁的奴仆吗？或作罪

的奴仆，以至于死；或作顺命的奴仆，以至成义。”（罗马

书 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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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自己所顺从的主人的奴隶。你能够说你活着完

全脱离了罪吗？你能够说你没有顺从你心中的私欲吗？

你能够说你的情感没有控制你吗？  

习题 13、你的主人是谁，这句话表明了什么？  
                                            

如果有什么东西控制了你或在你的生命中当权，那

么，你就不能说你是自由的，你不是你自己的主人，你诚

然有一个王！你可以不称他为撒但，你可以称他为“自我”，

但是，把“自我”安置在那里的正是撒但，撒但通过你的

“自我”在掌管着你！  

尊崇王的名  

目的 4、  阐述通过王的名可以成就什么，为什么王的名值

得尊崇。  

王者之名的权柄  

马太福音 6：9 中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为什

么这节经文说的是他的名，而不是神本身？为什么这节经

文没有说，“愿人都尊你为圣”？一个人岂不是比他的名

更为重要吗？一个名称为何如此重要？  
当一个人在纸上签名的时候，就是说他同意按那纸上

所写的内容去做。如果某个人是一位穷人，却同意支付大

笔金钱，那么，我们说他没有适当地使用他的名。把你的

名加在你所无法做到的事情上，是一种不诚实的行为。  
但是，请想一想神的名意味着什么！神是无所不能的，

神是无所不知的，神是无所不在的。他拥有无限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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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缺乏任何东西。因此，如果神在什么契约票据上加上

了他的名，那么，你可以确信他一定能够履行他的诺言。 

习题 14、为何你可以确信神能够履行他的诺言？  
                                             

如果我们要学会如何祷告，那么，我们就必须相信当

我们求告他的名的时候，神会成就他的应许。神在圣经中

写下了很多应许，怀疑他的话语就是玷辱了他的名！那就

好比他给了我们一张已经签上了他的名字的支票，而我们

却拒绝把它拿到银行去，因为我们认为他在银行里没有足

够的钱来兑现这张支票！  
保罗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罗马书 10：

13）  
耶稣说“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

（马太福音 21：22）  
神说“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出埃及记 15：26）。  
作为神的孩子，信徒们把这些签上了神的名字的应

许，在祷告中带到神的面前来，他必垂听这样的祷告！  

习题 15、关于神，前面那些经节告诉了我们什么？  
                                             

在圣经中还记录了其他很多应许，所有的应许他都

“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你怀疑它们吗？你怀疑他的话语

的真实性吗？你现在可以消除你的怀疑，信靠他的名了

吗？在祷告中来到神的面前，带着信心，以神的名来到他

的面前！  
我们很容易相信人。我们相信医生的话，相信牧师的

话，相信朋友的话，甚至相信政治家的话，但是，我们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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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难以相信神的话。当我们更加尊崇人的名而不是神的

名的时候，我们怎么可以期望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呢？当我

们相信人的话甚于相信神的应许的时候，我们便不知道应

该如何祷告。因为我们没有信靠以神的名所赐下的应许高

过一切！  

习题 16、把下面经节（右边）配上正确的经文（左边），

把正确的序号写在每个选项的空白处。  

.. ..a “ 我 耶 和 华 是 医 治 你

的。”  
1）马太福音 21：22 

....b “你们祷告，无论求什

么，只要信，就必得着。” 
2）出埃及记 15：26 

....c “凡求告主名的，就必

得救。”  
3）罗马书 10：13 

王者的声誉  

一个人的名字是他的声誉的载体。你是什么样的人，

并不是你的声誉所造成的，而是你是什么样的人，使你赢

得了你的声誉！因此，如果你是一个不诚实的人，你很快

就会使自己得到一个名声。人们会说“你不要相信那个

人”，你得到了一个不诚实的名声。现在，你可能会说，

“那不是我们的名字。我们的名字是‘真实先生’。”但是，

这对那些认识你的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对他们来说，你的

名字就是“不诚实先生！”，因为这是由你的生活所决定的。

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永远藉着我们的好声誉，为了荣耀

神而工作。  
圣经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出埃及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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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当我们随便地说到神的名或者是没有为着他的荣

耀而使用它时，我们便是妄称神的名。这被称为“起誓”

或“咒骂”。当我们对神如此地不尊重，甚至在感到吃惊

或作呕的时候也呼叫他的名时，我们便是在妄称神的名。

如果我们只是把他的名用来强调我们的情感，而不是作为

一种敬拜的行为，那么，我们便玷辱了神的名，我们便没

有荣耀他的名。  

习题 17、指出一种荣耀神的名的方式。  
                                             

因此，如果我们要知道如何祷告的话，让我们列举出

一些我们必须做的事情，并以此来结束本课的学习。  

1、我们必须在我们心里尊崇神为王。  
2、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是神的儿女，是天上的公民，

而不能让其他任何人或任何东西坐在我们心中的

宝座上。  
3、我们必须相信他名的权柄，并宣言有份于他的应

许。  
4、我们必须对自己的言行小心谨慎，意识到我们代

表着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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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测试  

简答题：在下面试题所提供的空白处写出其正确答案。  

1 请说明仆人和儿子之间，在敬拜上有什么不同。  
                                             

2 阐述我们的父神与其他人所敬拜的假神之间，有什么

重要区别。  
                                             

3 指出撒但安置到我们心中的宝座上以篡夺耶稣王位

的三样东西。  
                                             

4 哥林多教会是如何玷辱基督的？  
                                             

5 人们心中的宝座是空的，这一谬论指的是什么？  
                                             

6 指出如果要学会如何祷告，我们必须做第 4 课结尾中

提到的四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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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答案  

9 嫉妒，跟从人。  
1 （任何两个）顺服，事奉，爱，尊崇，尊敬。  

10 c）撒但的反叛。  
2 我们不是仆人，我们是儿子。他渴望我们的爱和敬

拜。  
11 通过耶稣的死，他摧毁了魔鬼的权柄。  

3 神所希望的敬拜是个人的，是尊崇他名的，是充满

了赞美的。  
12 不存在空宝座这样的事情。不是神坐在空宝座上，

就是某一个篡夺者占据着它。  
4 我们要相信耶稣和彼此相爱。  

13 你所顺服的那一位就是你的主。  
5 a）正确  

b）错误  
c）正确  
d）正确  

14 他是无所不能的，是无所不知的。  
6 a）撒但已经使自我坐到了他心中的宝座上。  

15 他将信守他的应许。  
7 我们的敬拜和相交。  

16 a  2）出埃及记 15：26。  
b  1）马太福音 21：22。  
c  3）罗马书 10：13。  

8 因为他们没有荣耀他的名。  
17 通过我们的好声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