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敬拜的生活 

第二课  惟独神配受敬拜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
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
而有的。（启示录 4：11）     

我们敬拜神，因为他配得我们的敬拜。配得的意思
是“ 值得的” 或“ 有权得着的” 。圣经清楚教导我们，
主有权在我们的心里和生命中居首位。 

那么敬拜石头、木雕、美好的理念，或者甚至敬拜
有能力的天使是错误的吗？如果我们这样做，在我们心
里是否仍然能够留一个地方给神呢？ 

圣经的历史告诉我们，即使相信神的人也希望敬拜
一些他们能够看得到或想象得出的东西。他们对神的忠
心被分割了， 后的结果是他们都远离神，去敬拜（及
顺从）他们的偶像了。耶稣说：“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
主。” （马太福音 6：24） 

 我们要来爱、服事和敬拜一位主― ― 他是配得的。 

                  真神 

       配受                      = 敬拜 

     看的见的神                    ≠  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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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的生活 

 

 

 

在这一课里，你将学到…… 
神的大能 
神威严的圣洁 
神的慈父般的爱 

这一课会帮助你…… 
 描述神的能力和圣洁。 
 更多的经历神伟大的爱。 
 深深地体会神是配受敬拜的。 

神的大能 

目标一：描述神无与伦比的大能。 

 耶稣教导门徒如何祷告的时候，谈到神的能力。他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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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 

主让我们瞥见天上的情况，天使们在那里昼夜服侍
神。在起初创造的时候，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了什么，
诸世界就是这样被创造出来的。有时候我们会忘记了神
的权能，因为我们看见其他能力似乎在掌管着万物。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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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如何，我们必须牢记：虽然神或许会容让人暂时按自
己的方式行事，但是神永远不会失去他的能力。启示录
四章十节告诉我们：那些人把自己的冠冕（能力的象
征）放在耶稣的脚前，宇宙万物都承认他是主。 

诗篇 98：2 说：“ 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在列邦
人眼前显出公义。” 神是无所不在的（诗篇 139：3-
10），也是无所不知的（约伯记 28：23-24）。神能命
大风刮起，也能平静波涛汹涌的大海；藉着他的能力，
百合花从地里长出来，绽放出纯洁雪白的花朵。 

自然界一切的事物都显出神的能力，天上众使者侍
立在他面前，准备随时奉行他的旨意。我们就更应该信
靠神的慈爱和看顾，把自己交托在他的手中，在他里面
比在任何地方都更安全；他能够改变历史的进程，也能
以同样的能力在我们的生命里动工，改变我们。当我们
认识神的能力，并为此而赞美他的时候，我们对他的信
心就会增加。我们都知道，若没有他的帮助，我们真是
何等的有限！因此我们要敞开自己来接受神的帮助。 

                                                             

~ 你 的 作 业 ~ 

请阅读但以理书 4：28-37，然后将下列的句子补充
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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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耶稣教导门徒如何祷告的时候，特别提及神的
能力，他是怎样说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有位君王声称自己建造了巴比伦城，乃是要 
    a)  归荣耀与神。 
    b)  吩咐他的百姓做工。 
    c)  显示自己的荣耀。 

3.  这位君王明白了神是公平和公义的，并且神 
    a)  有一天要得着更大的能力。 
    b)  能够使那些行事骄傲的人谦卑。 
    c)  不大关心我们所行的事。 

4.  尼布甲尼撒王经历了这件事之后， 
    a)  对所发生的一切只字不提。 
    b)  反而夸耀自己。 
    c)  将荣耀和颂赞归给神。 

神威严的圣洁 

目标二：从圣经的启示认识神的圣洁。 

你或许还记得，有一次你曾穿上一件自以为干净的
浅色外衣或衬衣，但是当你站在一些雪白的东西旁边
时，却发现你的衣服沾满了污渍，你还记得那时你的感 
受是怎样的？ 

 26



敬拜的生活 

             

     不洁          与             清洁 

这也是先知以赛亚所感受的。他知道神是圣洁的，
也晓得圣洁的意思就是毫无罪恶，凡事都要正直。但
是，有一天他经历了一件奇妙的事，就是在异象里看见
撒拉弗飞来飞去，大声说：“ 圣哉！圣哉！圣哉！全能
的主是圣洁的！” 他们呼喊的声音震动了圣殿的地基。
突然间，以赛亚知道自己是何等不配站在神的面前。 

他该怎么做呢？他知道自己是不洁净的，因此他喊
着说：“ 我有祸了，我灭亡了！我没有希望了！”  

后来，其中一个六翼的天使拿着从祭坛上取下来的
一块燃烧着的红炭触碰他的嘴唇，除去了他的罪孽。
（以赛亚书 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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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异象对以赛亚、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这异象
乃是告诉我们：神是何等的纯净与圣洁，以至于我们根
本没有权力站立在他的同在中。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
倚靠自己的好行为，就没有这个权利了。我们不能达到
神的标准，但他却能触摸我们，使我们洁净。这样，我
们就不再惧怕，在神的同在中也用不着惊慌了。 

虽然如此，另一种畏惧随之而来，就是对主的敬
畏，这是一种对主深切的崇敬和慑服的情怀。这与害怕
和惊恐无关，乃是认识到神是何等的伟大，而我们却是
何等的不配。以赛亚书 8：13 表达了这样的意思：“ 但
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
惧的。”  

 神在玛拉基书 3：6 也说：“ 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
的。” 他是一位大能与圣洁的神，我们可以相信他必永
不改变。   

  “ 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
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
乃是烈火。” （希伯来书 12：28-29） 

                                                            

~ 你 的 作 业 ~ 

5.  是非题：判断下列句子的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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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只要我尽力而为，就能达到神所要求的洁净与圣
洁。 

  b)当以赛亚认识到神的圣洁时，他就感到自己是有
罪的。 

  c)  神圣的碰触除去了以赛亚的罪孽。 
  d)  主也能洁净我们。 

6.  请完成下面这个句子。 

    “ 因我耶和华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将下面这个句子补充完整，选择能与之配合的
正确选项。 

    对主的敬畏，乃是一种深切的崇敬和慑服的情
怀， 

    a)  使我们害怕祷告。 
    b)  提醒我们想起自己一切的失败。 
    c)  鼓励我们祷告和敬拜。 

 

神的慈父般的爱 

目标三: 通过圣经中的例子说明神如何向人彰显他的
慈爱。 

生活在列王和先知时代的以色列人已经学会了本课
第一部分的功课，他们知道神的大能和圣洁；他们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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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间看见火柱；当雷轰闪电震撼西奈山时，他们都恐惧
战兢；他们倚靠大祭司进入会幕或圣殿里的至圣所，代
替他们向神说话，他们都害怕靠近神。 

 

 

可是，神并不愿意被我们想象成一个高高在上、不
能亲近的神。他极爱世人，因此差遣自己的儿子耶稣基
督来到世上，藉着他使世人与自己和好。罪的影响力很
大，就好象一堵墙挡在人和神之间的墙。然而基督的救
赎拆毁了罪的隔墙，使神和人之间的团契和交通得以恢
复。耶稣基督藉着在十字架上的死成就了这事。希伯来
书 10：19-22 说： 

“ 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
所，是藉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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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
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
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  

当你听到“ 父神” 这样的称呼时有什么感想？你会
想到一位严厉的法官、冷酷的领袖或独裁者吗？这称呼
会使你感到精神紧张或害怕吗？有些人会体验到这种感
觉，因为他们的童年生活并不愉快，或是由于父母苛刻
的对待给他留下了伤痛的记忆。但那鉴察我们一切心思
意念的神，极力想让我们知道：他比地上的父亲或母
亲― ― 甚至是地上 慈祥的父母更加爱我们。大卫受圣
灵感动说：“ 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 （诗篇
27：10）。虽然大卫在一个温暖的家庭中长大，生活无
所顾虑，但是他知道人的爱会失败，而神的爱却永远长
存。 

我们在诗篇 103：13 读到这样的话：“ 父亲怎样怜
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 我们可
以想象世上 仁慈的父母，也想象神就象他们一样，只
是神比他们更仁慈。 

当一个对父亲有信心的孩子感到惊慌、需要安慰的
时候，他会投向他慈爱和温暖的父亲那里；当他遇到困
难、需要帮助，或是饥饿、孤单的时候，他都会到他父
亲那里去；当他想与人谈话、分享当天所发生的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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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会到他的父亲那里；或许他并不想谈话，只是想要
亲近他的父亲、在父亲面前聆听他所说的话。 

神盼望我们经历这种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在他里面
感到平安稳妥。使徒保罗晓得这个意思，因此写出下面
的话语来鼓励我们： 

  “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
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
因此我们呼叫：‘ 阿爸，父！’ ” （罗马书 8：14-15） 

 保罗写这段经文的时候，使用了亚兰文“ 阿爸父”
（Abba) 来代替“ 父亲” 一词。这是孩子们普遍用来称
呼他们在地上的父亲的名字，其意思相等于汉语的“ 爸
爸” 。 

这与敬拜有什么关系呢？神极爱我们，他渴望尽可
能与我们有 亲密的关系。当然，他配得着我们所献给
他的一切颂赞和尊崇。当我们不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就
伤害了自己；并且也会使我们在天上的父感到伤痛。 

或许我们应该问自己几个问题：我对待神是否就象
对待陌生人吗？我是否因忽略了他而偏行己路吗？我是
否以亲近他、赞美他开始我每一天的生活呢？ 

如果你不能如你所愿的回答以上的问题，现在就低
头祷告，祈求神饶恕你吧！他正等待着你来到他面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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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他。 

只要你开始以喜乐的心来敬拜神，与他相交，你便
会感受到他在你身旁了。你越敬拜神，就会变得越容易
敬拜，因为敬拜成为了你的一种生活的方式，这是一种
是更丰富、更充实的生活。 

                                                            

~ 你 的 作 业 ~  

8.  请阅读路加福音 13：34，你认为耶稣说这些话
时有什么感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在下列的每个经节之后，写下神怎样向我们显
示他的爱。第一题是例子，供你参考。 

    a)  约翰福音 3：16 他将自己的独生子赐给了我
们。 

    b)  以赛亚书 41：10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希伯来书来 12：5-6____________________。 
    d)  诗  篇 40：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是非题：判断下列句子的对错。 
    a) 神要我们恐惧，以使我们顺服。 
    b) 我们的天父比地上任何一个父亲更仁慈。 
    c)“ 阿爸父” 是讲亚兰语的儿童对他们的父亲的

 33



敬拜的生活 

称谓。 
    d)  真诚的敬拜乃是喜乐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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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课习题答案 ~ 

1.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
在天上。 

6． 不改变的。 

2.  c)  显示自己的荣耀。 

7． ）  鼓励我们祷告和敬拜。 

3.  b)  能够使那些行事骄傲的人谦卑。 

8． 以你自己的话作答。或许是忧愁、爱、或是深
切的期待。 

4.  c)  将颂赞和荣耀归给神。 

9.  b)  赐下能力、帮助、保护。    

    c)  管教。 

    d)  赐下新歌。 

5.  a)  错    b)  对    c)  对    d)  对     

10. a)  错    b)  对    c)  对    d)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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