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敬拜的生活 

第七课  操练敬拜 

 

一位导游向旅行团的游客们解释了工厂里的那些熟
练工人所做的工作，他的话音刚落，一位游客问他说：
“ 你能够做他们所做的工作吗？”  

导游摇着头，微笑着回答说：“ 说实话，我知道怎
么做，但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种工作。”  

知道如何做某件事和实际去做这件事是完全不同
的。熟练的技巧是通过练习得来的，没有一个人可以不
用练习就学会弹奏吉他的；同样，也没有一个人可以不
操练敬拜而懂得如何敬拜的。 

本课的目标并不是告诉你要怎样敬拜，而是要和你
分享其他信徒在敬拜方面所学到的东西。这些信徒中，
有些生活在圣经时代，有些生活在现今的时代里。只要
你去运用所学到的知识，并在实践中不断操练它们，这
样你也就能够帮助其他人了。 

知识   +    实践     =    熟   练  

在这一课里，你将会学到…… 
个人的敬拜  

 100



敬拜的生活 

联合的敬拜 

这一课会帮助你…… 
 在你个人的灵修生活中应用圣经的敬拜原则和实用

的敬拜观念。  
 在聚会的团体生活中应用圣经的敬拜原则和实用的

敬拜观念。   

个人的敬拜 

目标一：认识改进你自己的灵修和敬拜时间的方
法。 

圣经里的敬拜者在什么时候寻求神呢？但以理每天
三次向神祷告；大卫在早晨和晚上寻求耶和华。历代志
上十六章十一节说：“ 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
寻求他的面。” 当我们完全委身于神的时候，我们就是
时常过一种敬拜的生活。因此我们每天应该当抽出一段
特别的时间，使我们能够与主有亲密、个人的交通。 

许多人都面临不同的境况，他们很难抽出一段特别
的时间以及一个安静的地方单独与主相处，但 终他们
都有解决的办法。家庭主妇就每天比她的家人早起一个
小时，她就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来进行个人灵修了；工人
可以在午餐时间独自到公园去，这样他就能够单独和主
在一起，而不用担心会被别人骚扰了。无论你的环境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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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主都能够帮助你腾出一段时间来亲近他、与他进行
团契交通。 

在这段时间里，你会渴望敬拜主。当你敬拜他的时
候，你个人对主的认识会不断加深。有一次，一位朋友
给我一份灵修的时间表，我就花了一段时间按照这张时
间表来进行灵修，后来我又根据自己的需要稍微作了一
些调整和更改。我想和你分享这份时间表，希望它能为
你提供实际的灵修指引，帮助你能够安排一段特别的时
间来亲近主。我将朋友给我的灵修时间表列在这部分内
容的后面，供你参考。 

你可能会喜欢在一个安静的地方灵修，在那里你可
以高声的敬拜主。可能有时你很想向主唱一些你熟悉的
诗歌，有时你也很渴望在灵里歌唱。在灵修中，你可能
会在主面前流泪；当你心里充满喜乐时，你也会在主面
前欢笑；你可以拍掌，也可以举起你的手来赞美并敬拜
尊崇他；你也可以跪下、坐着、站立、走动，或躺卧。
我们不可能列出一种固定的模式让所有人跟从，因为圣
灵的工作就像风一样，风不会只在一个方向吹动。圣灵
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他完全知道我
们一切的需要。 

你可能会发现使用一本灵修日记本对你有极大的帮
助，因为你可以将你心里的意念，以及你觉得需要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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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都记录下来。有些人喜欢记下他们读经的心得，在
感动他们（对他们直接说话）的经文下面划线。如果你
写下主使你想起的名字和事情，日后当你回想这些事的
时候，你会看到神如何应允你的祷告，那时你必会感到
十分兴奋。因此，你的笔记本可以成为你自己的私人
“ 灵修日记” 。 

我建议你在本书的“ 安静的时刻” 那一页加上标
记，并把它和你的圣经放在一起，使用它作为每天的指
引。你可以先试用一个星期，然后再决定要做什么调整
或修改。我深信你和主交通的这段时间会随着日子的增
长，变得越来越有价值。你可以与函授课程的导师分享
你的经验，不必感到拘谨。敬拜也是我们生活的一部
分，我们必定会和你一同欢欣喜乐。 

                  安静的时刻 

“ 安静的时刻” 乃是与主单独在一起的时间，我们
用这段时间来与永生的神建立亲密的个人关系。在这段
时间里，我们与主交谈，并聆听他对我们说话。“ 你们
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 （雅各书 4：8） 

                 灵修时间表 

预备我们的心（五分钟） 

a) 问问你自己：我的心思意念是否清洁、清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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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 24：3-6；诗篇 139：23-24；诗篇第 51 篇）  
_________ 

b) 顺服神：告诉主，你愿意顺服遵行他的吩咐和命
令。（约翰福音 14：21）__________ 

c) 承认我们需要圣灵，并且祈求圣灵的带领。（约
翰福音 14：26；罗马书 8：26） _____________ 

赞美和敬拜（十分钟） 

用你祷告的语言来敬拜神，也在灵里祷告（用方言
祷告），默想神的属性、神的伟大，赞美他美善的本
性——圣洁、公义、慈爱和信实等等。如果你不知道应
当怎样祷告，你可以翻开圣经中的一篇敬拜的诗篇，大
声诵读，用这篇诗篇来敬拜神。 

读神的话语（圣经）（二十五分钟） 

研读圣经里的一卷书，每天阅读二至三章，然后再
重复读一遍，并在重要的经节下面划线。你要默想这些
经节，思想你要怎样在你的生活中实践和应用它们。把
你的感想写下来，并且选出其中一节作金句，牢记在心
里。 

祷告（二十分钟） 

★  预备聆听主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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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神掌管你的心思意念、愿望和想象力（以赛亚书
55：8）。要斥责仇敌魔鬼的声音，吩咐牠住嘴（雅各书
4：7）。告诉圣灵你愿意让他完全掌管一切（罗马书
8：26），并且凭信心为着你将要得着的益处来感谢主。 

★  花时间安静在主的面前 

记下进入你脑海中的思想或意念，默想它们，用神
的话语来检验它们，看它们是否符合圣经，并且为这些
思想或意念祷告。你也要为主使你想起的人或事情祷
告。 

★  花时间为你自己的需要和事情祷告 

把你的需要和事情交托给神。 

★  感恩 

以感恩的祷告来结束灵修的时间，你要感谢你在天
上的父，为着他奇妙的美善、以及他应允你的祷告、带
领你的道路而称谢他。 

                                                             

~ 你 的 作 业 ~ 

1.  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a)  我们只应当在圣洁的地方敬拜神。 
  b)  我们越多地敬拜神，就越明白敬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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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上帝渴望与每个信徒都有团契相交的关系。 
  d)  在基督徒的敬拜中，安静和默想并不重要。 

2.  请仔细阅读下列的问题，在符合你的情况的句
子前面写上“ 对” 。 
 ___a) 我每天都腾出固定的时间来进行个人的灵修。 
 ___b) 在我的灵修中，我花时间单单敬拜神。 
 ___c) 即使在事情不顺利的日子里，我也唱诗赞美

主。 
 ___d) 我每天都诵读神的话语。 
 ___e) 我让主有机会对我说话。 
___f) 当我敬拜神的时候，我会忘却自己和其他人，将 

注意力单单集中在神身上。 
___g) 我每天都在圣灵里祷告。 

现 在 ， 你 在 未 填 上 “ 对 ” 的 空 格 里 填 上 “ 需 改
进” ，求主帮助你在灵修的时候，不断地改进这些方
面。 

联合的敬拜 

目标二：列出三种在团体中敬拜主的方式。 

大约在两千年前，使徒保罗为传讲福音的缘故被关
进了监狱。也许正是因为这次经历，使他更加认识到信
徒们聚在一起敬拜的重要性。保罗在歌罗西书 3：15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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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说“ 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  

“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
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 （希
伯来书 10：25） 

对今天的信徒而言，团体敬拜的重要性，并不亚于
早期教会的时期。我们为什么要联合敬拜的一个原因是
主会与那些奉他的名聚集的人同在。耶稣说：“ 因为无
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
们中间。” （马太福音 18：20） 

 

团结就是力量。传道书 4：12 说：“ 有人攻胜孤身
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
断。” 团结的力量也可以应用在属灵的事情上。五旬节
那天，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信徒们正一起聚集在一个地
方（使徒行传 2：1），神十分重视他们合一的心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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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我们生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我们彼此都需要对
方。如果我沮丧地去到教会，听到其他人在赞美神，这
就能帮助我忘却自己的困难，也同他们一起赞美神。别
人可能会和我分享主在他身上所成就的事，这正是我所
需要的。主会使用其他人来服事我，以后可能就会轮到
我去服事别人了。因此，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神的话
语要鼓励我们聚在一起团契相交了。     

更多的成员 

更大的力量 

我们每次聚会的时候，都应当计划留出一段特别时
间来敬拜神。我们所唱的诗歌、所读的经文也应该是为
敬拜而预备的，使我们的心思意念从自己身上转向神。
当我们认识到神对我们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时，我们属
世的思虑就会减少了，神的慈爱和丰盛是为我们而预备
的，足以供应我们的一切需要。 

我们不能设定一个固定的敬拜时间，因为在不同的
时刻圣灵会以不同的方式带领我们。然而，我们却可以
为你提供一些建议。 

你的聚会不应当成为“ 你个人的聚会” ，而应当是
向其他人开放的，让他们敞开自己的心去分享他们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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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经历，并且也分享一些对大家具有特殊意义的经
文。有时在小组聚会中，每人都可以选出一节敬拜的经
文并大声念出来。敬拜时间应该是一段让每个人都感到
舒服自在、可以自由参与的时间，没有一个人会感到有
压力或是被强迫的。 

我认识一个小组，他们是这样敬拜的：信徒们轮流
向主献上一句敬拜的话。某位弟兄会说：“ 主啊，我因
你的信实而赞美你。” 另一位会说：“ 我感谢你的
爱。” 这种方式使得每个人都有机会开口来敬拜主。初
信者或腼腆害羞的信徒受到特别鼓励后，也加入了敬拜
的行列。在敬拜之后，紧接着可以安排一段为个人祷告
的时间，把每个人的各样需要带到主的面前。 

在为个人的祷告时间之后，小组可以改换另一种敬
拜的方式。小组组长应该不断寻求圣灵的带领，知道何
时改变程序，以及接下来的一步应当做什么。 

另 一 种 美 妙 的 敬 拜 方 式 是 合 一 的 祷 告 （ 同 声 祷
告）。当众人都开声祷告的时候，聚会的房子里充满了
低声祈求的声音，就好象一条温柔的爱河，缓缓涌流到
神那里去。有时大家都提高嗓音来赞美祷告，那奇妙的
声音就像一股巨大的喷泉的声响，一直冲到到天上。主
是何等地悦纳这美妙的声音啊！使徒约翰说，我们的祷
告就像盛满着香的金炉，陈列在神的宝座前（启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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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当信徒合一的祷告（同声祷告）时，圣灵时常会在
会众的心里运行，带领会众以祷告的语言来敬拜神；有
时圣灵会激励他们在灵里歌唱。这美妙的和声提醒我
们，天上的圣徒和天使天军昼夜不停歌唱歌赞美主。 

当我们敬拜主的时候，有时神圣的安静可能会临到
我们。我们不必害怕这种寂静，在这样的时刻，神会藉
着他给我们的意念（想法）对我们说话。有时，当圣灵
藉着其中的一个信徒说预言、或以方言说出他的信息并
翻出来（哥林多前书 12：10）的时候，就会打破沉寂
了。因此，如果在敬拜中突然出现寂静的时刻，就不要
骚扰它。要记住，这种寂静也是十分重要的。 

信徒的整体敬拜应当是井然有序的，否则那些非信
徒就会感到困惑和混乱而离去。我们的敬拜也不应当是
冷淡和形式化的，这样的态度并不能把非信徒吸引到温
暖、慈爱的天父怀里去。但是，如果我们的敬拜有圣灵
的带领，未信者就会得蒙拯救，而信徒也会被圣灵充
满，这一切都能让神得着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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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的 作 业 ~ 

3.  将下面这个句子补充完整，选择能与之配合的
正确选项。 

在团体里一起敬拜主是很重要的，因为 
    a)  当我们奉耶稣的名聚会时，他就在我们中

间。 
    b)  当我们遭遇困难或失意的时候，这样的敬拜

能够振奋我们的灵。 
    c)  这是唯一的一种敬拜方式。 

4.  请填充下列句子，使之完整。 
    a)  圣经说，我们不应放弃_________的习惯。 
    b)  我们需要两种祷告：个人的祷告和 _____的

祷告。 
    c)  如果我们的敬拜是温暖和______, 人们便会被

吸引到主那里去。 

5.  请列出三种团体敬拜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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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课的答案 ~ 
1.  a)  错 
    b)  对 
    c)  对 
    d)  错 
4.  a)  一同聚会。 
    b)  联合的。 
    c)  圣灵所带领的。 
2.  你的答案。 
5.  你的答案。你可以填上读经、个人祷告、在灵

里歌唱、合一的赞美，或是本课所提及的其他方式。 
3.  a)  当我们奉耶稣的名聚会时，他就在我们中

间。 
    b)  当我们遭遇困难或失意的时候，这样的敬

拜能够振奋我们的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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