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敬拜的生活 

第一课  敬拜 _____ 属灵的珍宝 

 

那是寒冷的一天，在安第斯山脉的高原，有个年轻
人正疲累地沿着一条碎石路往山下走去。突然，他发现
了一块看起来很有趣的石头，便拾起来将它放进口袋
里。他并不知道他所找到的竟是哥伦比亚境内有史以来
所发现的 大的绿宝石！他变卖了这宝石，得到数百万
元巨款，成为了一名巨富。 

你也希望找到那样的宝石吗？我们都爱拥有一颗珍
贵的绿宝石、钻石或红宝石。虽然我们不可能拥有这些
东西，但这里却有一颗珍宝― ― 敬拜的珍宝，是我们可
以完全拥有的。 

敬拜神就象一颗珍贵的宝石，会使我们的属灵生命
更加富足；而且，敬拜也象一颗美丽的宝石一样，有许
多不同的刻面（小平面）。我们会研究其中几个 重要
的面，只要你学会将这些真理付诸行动，那么，你就是
在不断的将你的敬拜的“ 宝石” 打磨抛光了。圣灵必定
会帮助你，使这颗宝石的每一面都放射出神璀璨的荣
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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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的生活 

 

在这一课里，你将学到…… 
 敬拜的意义 
 内在的品质 
 外在的表现 

这一课会帮助你…… 
   说明在有效的敬拜生活里的几个必要的内在品质。 
   描述你敬拜神的几种不同方式。 
   比较你表达敬拜的方式和圣经所提出的方式有什么

不同。 

敬拜的意义 

目标一：列出你敬拜神的两种方式。 

你是否曾因十分喜爱某人，而想以一种特别的方式
向他/她表示你的爱？我敢肯定，当你经过认真思考之
后，会说一些 能取悦他/她的话，或做一些使他/她喜悦
的事。当你晓得自己将喜乐带给他/她的时候― ― 这不是
多么奇妙和愉快的感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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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同样需要向神表达我们对他的爱。神藉着差
遣自己的儿子代替我们死，已经向我们表明了他的爱。
神也甚至向那些不理会他的人同样显明他的恩慈和怜
悯。马太福音 5：45 告诉我们：“ 这样，就可以作你们
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
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表达爱是双方面的。我们是否有任何理由来“ 掩
饰” 对神的感情呢？虽然他知道我们的心意，并能看见
我们的爱，但他还是期待我们对他述说我们的爱，并将
它表明出来。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是打开了一扇门，
让神也对我们述说他的慈爱。这样我们就会明白与主团
契和交通的意义，这是世上的任何一件事都无法取代
的。 

有一位多年来在夜总会演唱的女士突然放弃她的职
业，转唱福音歌曲。当有人问及她的改变时，她回答
说：“ 我感到孤独和寂寞，所以归向耶稣。”  

我们有一种属灵的需要，只有藉着敬拜才能满足。
我们需要向神述说我们的爱，也需要藉着行动去显明这
种爱。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奉耶稣的圣名而做的
美事（善行），成为了敬拜的表现，因为这是蒙主喜悦
的。马太福音 25：31-40 所记载的故事正好证明这一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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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基督徒，你已经学会了讨神喜悦能带给你心里
的满足与喜乐。敬拜神的人也是愉快的人― ― 敬拜本身
就是一种奖赏。箴言 17：22 说：“ 喜乐的心，乃是良
药。” 诗篇 128：1 这样说：“ 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
道的人，便为有福。”  

                                                             

~ 你 的 作 业 ~ 

   “ 你的作业” 这个部分的问题和操练是为了帮助你
温习或应用你所学过的功课，请先回答问题，然后再查
看答案。 

1.  补充下面这个句子使之完整，选择能与这个句
子配合的正确选项，在正确选项前面的字母上画圈。 

    真正敬拜神乃是做和说那些            。 
    a)  在当时看来正确的事。 
    b)  令我们愉快的事。 
    c)  能讨神喜悦的事。 

2.  根据我们刚才所探讨的，下述哪一项是敬拜的
行动呢？ 

    a)  告诉神你爱他。 
    b)  每天诵读他的话。   
    c)  奉耶稣的名给人一杯水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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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写出你觉得自己可以行动或话语来敬拜神的两
件事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请翻到本课末尾的答案部分来核对你的答案。 

内在的品质 

目标二：从圣经里认识敬拜的三个必要品质。 

 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
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约翰福音
4：23）  

从这节经文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作为敬拜者必须具
有的重要品质。让我们先看这节经文的前半部分，“ 那
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原文作‘ 靠着圣灵的能力’ ）
和诚实拜他。”  

  “ 靠着能力” 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这几个字的意
思是：我们需要能力和力量来敬拜，但这能力必须比我
们自己的能力宏大。当我们承认自己的缺乏时，我们就
是朝向真正的敬拜迈出了第一步― ― 谦卑的一步。这时
我们是在说：“ 我自己的能力
不足，需要一位比我能力更大
的来帮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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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的能力不足 

 

我们要靠着谁的能力？“ 圣灵的能力！” 我们必须
认识到我们不能从地上的源头得着这能力；我们若要敬
拜神，就要有圣灵的能力。 

 

 

我们必须要有 

圣灵的能力   

   

    

     

     

圣灵以他的能力帮助我们来真正的敬拜天父，这也
指出我们要谦卑。在真正的敬拜中，我们把自己看为小
孩子，需要神的爱和指导。我们称神为“ 天父” ，比称
他为“ 创造主” 更有意义，因为我们这样做，就是得着
我们在他家里的合法地位，并且承认他的权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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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听起来好象是我们向下走了一步，对吗？在某
方面你可以这样说。然而谦卑的意思并不是指我们要躲
在幽暗的角落里，或是满脸愁容地徘徊；也不意味着放
弃我们所拥有的一切。谦卑的意思乃是：让主在我们的
生命中凡事居首位。因此，谦卑并不是朝下走了一步，
而是神高举我们进入他里面崭新的喜乐中。 

当我们开始看见他的伟大时，我们就会渴望不停地
献上“ 他所要的真正的敬拜” 。神想要得着什么呢？我
们既是他的儿女，就知道他所要的乃是我们对他的爱和
顺服，而并非别的东西。 

我们知道在家庭的关系中，要将爱和顺服分开是不
可能的，这两者乃是彼此需要，或是互相补足的。一个
小孩子若是爱他的父母亲，那么顺服双亲对他来说通常
不会是什么难事了，顺服反而成了一件乐事。爱促使我
们渴望使别人喜悦。 

如果我们发现自己想违抗神的命令，就应该把这种
态度看为一种警告来提醒你：你对神的爱太薄弱了。我
们要谦卑下来，求主赦免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罪。神必
以他的爱充满我们― ― 这爱使我们能满有喜乐地顺服他
的旨意。 

我们在上文中提到，敬拜好象宝石一样具有许多个
刻面。我们已研究过关于敬拜的其中 重要的三个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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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我们相信，当你寻求神的话语时，他的灵必会给你
更多的指示。每一项你所加添并加以磨练的新内在品
质，都将会使你的敬拜时间更珍贵、更美好。 

你为什么不立即在敬拜上迈出第一步呢？现在请你
以谦卑、顺服和爱的态度低下头来，安静在神的面前，
然后做以下的祷告： 

 亲爱的天父： 

敬拜你是我拥有的 大特权。我要因着你的权能赞
美你，因着圣灵的大能赞美你！因着你的属性― ― 特别
是因为你是我的天父，我赞美你。主啊，我爱你。阿
们！ 

 

                                                             

~ 你 的 作 业 ~ 

4.  我们所学的敬拜的三个重要品质是______， 
     ________和__________。 

5.  下列的每一节经文说明的是敬拜的什么品质？ 
     a) 诗    篇 10：17_____________________ 
     b) 约翰一书 3：18 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约翰一书 3：24 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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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阅读马太福音 21：28-32 中两个儿子的比喻，
哪一个儿子培养了我们在上文所学习的品质？ 

 

外在的表现 

目标三：认识圣经教导我们敬拜神的方式。 

现在，我们敬拜之宝石的刻面，变得不可胜数。在
每一种新的环境里，我们都会发现新的途径和机会来敬
拜和荣耀神。当我们翻开圣经阅读时，就会看见以往的
人们怎样向神表达他们的爱，我们必能从他们的经历中
学到宝贵的功课。当我们向神表达爱的时候，这种经验
也会在我们里面不断累积和长进。 

初是牧人、后来成为以色列君王的大卫，他是用
丝弦的乐器和诗歌来敬拜耶和华；摩西的姐姐米利暗以
一种圣洁的舞蹈来敬拜神；书念那个伟大的妇人在敬拜
时刻只是以敬畏的心俯伏在神面前，静默无声；多加是
一位爱主的姐妹，她以其坚定的信徒生命把荣耀和尊贵
归与神，并且她以娴熟的技巧编织衣服送给贫穷的人。 

耶稣的母亲马利亚也赞美和称颂神，她所说的话语
并非出于她自己。当她敞开心灵并开口赞美神的时候，
就说出美妙的预言。你可以在路加福音 1：46：55，读
到这篇称为“ 马利亚尊主颂” 的祷告。 

 17



敬拜的生活 

以上的例子只是敬拜主的众多方式中的几种。我们
可以用我们的歌声敬拜主：也可以用我们的身体语言，
通过弹奏乐器、唱歌、拍手或举起双手来赞美和敬拜
主：但一些 宝贵的敬拜时刻却是使我们完全沉浸在安
静默想神的美善中。并且我们也知道，行动同言语一样
有力。当我们顺服神并察觉到我们周围的各样需要― ―
并且尽我们的力量去满足那些需要的时候，我们就是赞
美神了。 

真诚的敬拜是在地里普通的泥土中找到的一块宝
石，这宝石反射出神美丽和荣耀的光芒。 

下面是一块宝石的图画，以说明敬拜的各种方式。
它有几个切面是空白的，请你填上自己认为能够向天父
表达敬拜的方式。 

 
 谦卑 
 顺服 

 

 
 

爱 

在
祷

告
里

 

 

 

 

在
音

乐
里

 

在服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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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的 作 业 ~ 

7.  将下面这个句子补充完整，选择能与它配合的
正确选项。 
   向我们的主表达我们的爱，其中一个 好的方式
是    。  

    a)  逃避属世的影响和试探。 
    b)  不断地重复同样的祷告。 
    c)  藉着我们的行动来表明我们爱他。 

8.  如果有人向你请教敬拜之道，你认为哪一个是
好的答案？ 

    a)  你可以看别人怎样行，然后模仿他们。 
    b)  敬拜的方式不仅只有一种；你可以参照圣

经中的 例子。 
    c)  找出 适合你的方式，然后开始实行出

来。 

9.  研读下列经文，然后用你自己的话语指出这些
人用什么方式来敬拜神。第一题是例子，仅供参考。 

    a)  使徒行传 2：44  与信徒们团契。 
    b)  使徒行传 4：32___________________。 
    c)  使徒行传 8：35____________________。 
    d)  使徒行传 16：15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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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使徒行传 16：25___________________。 
    f)   腓利门书：4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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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课习题答案 ~ 

以下的习题答案并没有按照正常的序号排列，这是
为了让你避免在无意中瞥见了尚未完成的习题的答案。 

1.  c)  能讨神喜悦的事。 
6． 大儿子。 
2.  所有的选项都可看作是敬拜的行动。 
7． c)  藉着我们的行动来表明我们爱他。 
3.  你的答案。你可以说：赞美和感谢主；以祷告

的心来诵读圣经；或是因你想表明神的爱而帮助别人的
行动，也可以是敬拜的方式。 

8.  b)  敬拜的方式不仅只有一种，你可以参照圣经
中的例子。 

4.  谦卑、爱和顺服。 
9.  用你自己的话语回答，但你的答案必须包含以

下的意思： 
a）  彼此分享；  
b）  讲述福音的好消息；  
c）  殷勤地款待人（好客）； 
d）  祷告和唱诗；  
e）  献上感谢。   
5.  a)  谦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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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爱。 
    c)  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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