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敬拜的生活 

第八课  敬拜 －从今时直到永远 

那两位女宣教士借以代步的两匹马失去了影踪。当
时，这两位女士在一间房子里为一个女人祷告，她刚才
接受了救恩。后来她们从房子里出来后，走到了她们停
放马匹的地方，却发现那两匹马已不翼而飞了。她们马
上意识到附近有强盗！ 

突然间，她们看见几个男人渐渐向她们逼近，其中
的一个人从他的腰带下摸出一支枪，而其他的人正从地
上捡起一些石头，然后他们开始凶恶地向她们吆喝。两
位女士心里知道事情不妙，试图寻找机会徒步逃跑。 

她们并没有因为恐惧而颤抖，反而开始欢呼。其中
的一个女士说：“ 赞美主！我们配得为耶稣的名受凌
辱” （使徒行传 5：41）。当时，子弹“ 飕飕” 地从她
们身旁掠过，但她们勇敢地向山上走去，谁也没有受
伤。那些歹徒们也不再追赶她们，两位女士终于安然脱
险了。 

这两位女宣教士之中的一位就是我的母亲，直到今
天她还常常提到这件事，她见证说，当时她们的敬拜在
她们和歹徒之间竖立起了一堵无形的墙，把那些袭击她
们的歹徒和她们分隔开了。 

 113



敬拜的生活 

 

在这一课里，你将会学到…… 
敬拜的效果 
敬拜的延伸 

这一课会帮助你……     
 渴慕神所赐给那些敬拜他的人的福气。 
 盼望能够与主建立永远畅通无阻碍的亲密相交的关

系。 

敬拜的效果 

目标一：认识通过敬拜而得到的五种福气。 

圣经中给我们举了许多的例子，有些例子的情形与
本课开头所说的故事很相似。有时赞美和敬拜与信徒得
保守和释放有着密切的联系。 

敬拜也能够产生能力。我们可以在以赛亚书 40：31
读到这话：“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
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早期基督教会的殉道者发现他们有能力去面对酷刑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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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赞美和敬拜神。历史学家告诉我
们基督徒如何被拘押进入罗马的大竞技场，被狮子吞
噬。那些在场围观的群众看见他们的遭遇，却不明白为
什么这些基督徒在面对死亡的时候，还能够唱诗敬拜
神！那些殉道者们不看自己和四周恐怖的环境，把他们
的目光转向神，使他们的注意力单单集中在神的身上，
思想他的信实和慈爱，这样他们就得着力量去面对死
亡。他们知道很快他们就可以面对面的见到神了！ 

“ 知道向你欢呼的，那民是有福的，耶和华啊，他
们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他们因你的名终日欢乐，因你
的公义得以高举。你是他们力量的荣耀，因为你喜悦我
们，我们的角必被高举。” （诗篇 89：15-17） 

在第二课里我们已经学过，我们敬拜主的第一个理
由是因为他配受敬拜，这也是我们为什么需要敬拜主的
唯一的理由。 

然而神慷慨地赐给我们各样的福分，而且他还应许
加给我们更多的好处作为我们敬拜他的赏赐（敬拜的结
果）——就是得着我们在今生所认识和享受的各样福
气，而我们所得到的这些属灵福气是不会减少的。我们
的仇敌魔鬼必会竭力想尽各种办法击败我们，使我们气
馁，但圣经说，神赐给我们的喜乐使我们刚强壮胆、满
有力量（尼希米记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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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怎样得到这样的喜乐呢？以赛亚书 12：3 告诉
我们，神的子民因他的拯救而喜乐。但是，我们的仇敌
魔鬼会试图使我们内心产生疑惑，把我们的喜乐夺去。
如果我们听从牠，让沮丧的意念存在心里，我们就会变
得十分软弱。当我们渐渐软弱下来的时候，我们就不能
象平常一样有那么多的祷告了，我们甚至会怀疑自己是
否真的已经得救了。可是，只要我们下定决心敬拜主，
思想主在我们身上所显的良善，我们就能重新得着喜
乐。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我们的杯再次充满喜乐，我
们又成为满有力量的了。 

我们要有充足的力量去面对困难，否则就会被它们
绊倒。我们从圣经里读到当约伯知道自己失去所有儿女
之时所说的话语：“ 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
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约伯记 1：21）。下
一节接着说：“ 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
以神为愚妄。” 他的心里充满赞美之情，他的口里也涌
出赞美之词，因为他知道神掌管一切，他的敬拜表现出
他对神的那种信靠之心。 

如果你把一个罐子放在一个喷水管的下面，清澈的
水很快就灌满了这个罐子，激起许多气泡，并且不断溢
出，空气中的灰尘就不能进到罐子里面。通常灰尘很容
易堆积在空的器皿里，我们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不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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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乐充满我们的心，我们里面就容不下那些污秽的言辞
了。 

 

耶稣是我们完美的榜样。在约翰福音 11：41 中，
耶稣站在坟墓外面说：“ 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
听我！” 接着他就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过来；其他福音
书也记载了几个实例，当患病的人敬拜主耶稣或以敬拜
的行动屈膝跪拜在他面前的时候，他们就得到医治了
（马太福音 8：2；马可福音 7：25）。 

我们从敬拜中所得着的 大和 持久的喜乐，乃是
使我们更加认识我们在天上的永活的父神。当我们遵行
神的诫命来敬拜他的时候，我们能够以一种特别的方式
感受到他与我们同在。约翰一书 3：24 告诉我们，当我
们遵行神的命令时，我们就与他联合在一起，我们就有
神的生命，而神也住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越了解主，
就越能信靠他。我们知道神从来不会失信，他的信实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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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永远；我们还知道神对我们的生命有一个计划，我们
只管全心仰赖他，因为他掌管万有。我们有这个确据，
就是我们的未来——无论是我们在地上的时日和整个永
恒，全都在他的恩手中，这是何等奇妙和美好的事啊
（诗篇 139：7-18）！ 

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施予也是另一种敬拜的行
动。当使徒保罗收到了一群信徒赠送给他的礼物时，他
写信感谢他们的慷慨，他这样写道：      

 “ 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
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
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
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腓立比书
4：18-19） 

这些话语表明了使徒保罗也承认施予是一种敬拜的
行动，他相信神会报答那些施予别人的人，他的话语证
实了神在旧约里所说的应许：“ 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
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
（玛拉基书 3：10） 

使徒行传第八章讲述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有一位
来自埃塞俄比亚（衣索匹亚）的官员，长途跋涉要到耶
路撒冷去敬拜。他耗费时间和大量的金钱，只是为了要
到神的圣殿去。在他坐马车回国的路上，他翻开以赛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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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53 章来诵读。神看到了他敞开的心，因此差遣一个传
道者腓利去帮助他。腓利走近那辆马车并问那个埃塞俄
比亚的官员是否明白他所读的内容，他对腓利说：“ 没
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 （使徒行传 8：31） 

于是腓利上了车，把耶稣的故事告诉了这位埃塞俄
比亚的官员，他就接受了耶稣作他的救主，并且受了
洗，然后他满心喜乐地继续赶路（使徒行传 8：39）。
他花时间去敬拜神，结果使他灵性的饥渴得到饱足，并
且他的问题也得到了解答。神在一千九百多年前行在那
位埃塞俄比亚官员身上的事，今天他也会行在我们的身
上，他必会答应我们的祈求，解答我们的疑问。 

然后，我们会继续敬拜主，为着他引领我们走正直
的路而赞美他，因为他“ 不断地以慈爱诚实” 待我们
（创世记 24：27）。 

                                                             

~ 你 的 作 业 ~    

1.  请阅读诗篇 89：15-17，然后填充下列句子。 

 即使我们生活在一个黑暗的世代里，我们也能赞美
主；当我们__________欢欣喜乐的时候，我们必定能够
得着________________。 

2.  请阅读诗篇 138：2-3，第二节列出了我们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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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敬拜神的哪四个理由？    ______________ 

3.  诗篇 138：3 提到了神赐给敬拜他的人哪两种福
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在基督徒藉着敬拜可得着的许多福气中，其中
的五种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敬拜的延伸 

目标二：认识我们在天上将会享有的两种活动。 

我们已到了《敬拜的生活》这本书的 后一部分。
在前面我们主要学习了敬拜的原因，以及敬拜怎样影响
我们个人和基督的身体——教会的成员的生命。我们不
只是读过这些内容，而且我们还进一步地理解和经历了
其中的教导。 

然而，我们还没有完全了解关于敬拜的其他几个方
面，其中的一点可以在耶稣荣耀地进入耶路撒冷的故事
中找到。当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众门
徒和群众开始大声欢呼说：“ 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
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容光。” （路加福音
19：38） 

人群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众人的赞美很反感，他们
对耶稣说：“ 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 耶稣对他们
说：“ 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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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叫起来。” （路加福音 19：39-40） 

石头怎么可能呼喊呢？我们不明白其中的原因，但
我们确信，如果有必要的话，神确实能够使这些石头呼
喊起来。然而，耶稣所说的话语有更为重大的意义，乃
是要指出赞美是十分重要的。敬拜并不是一种毫无意义
且没生命的仪式，恰好相反，敬拜是满有能力的，敬拜
的大能可以冲破 坚硬的地壳。如果我们作“ 活石” 的
不赞美主，那么其他石头就要赞美主。在神来看来，真
正的赞美的意义极其重大，无论是对神或对他永恒的计
划都是如此。我们能够参与敬拜赞美神是何等大的特权
啊！ 

赞美还有更多的奥秘，其中之一就是它要成为我们
在天上的事奉。小孩子特别喜欢提出一些关于天堂的问
题。当我们去到那里的时候将会是什么样子？在那里我
们会做些什么事？如果他们的祖父母或亲人离开了世
界，他们就更希望确切地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尝试
尽力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但我们却结结巴巴，自己
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圣经是如何描述天堂的？ 

“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
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
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约翰福音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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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天堂是神特别为我们预备的地方，地球上 美丽的
地方也不能与天堂相比，因为罪永远不能进到那里去。
罪破坏和损毁了神的创造，但是在天堂里，一切都是纯
净清洁的。“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伤、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
了。” （启示录 21：4） 

天堂那里将会是怎样的呢？乃是充满欢欣喜乐和赞
美，因为我们已经完全得胜了（哥林多前书 15：54），
我们要永远与主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 4：17）。 

在天堂里我们将会做些什么呢？毫无疑问，神已经
预备了美好奇妙的东西等着要赐给我们，但有许多事
情，他现在还不能告诉我们。在肉身的我们，缺乏领悟
永恒之事的能力，但有两项活动是我们现在就能够肯定
的，启示录中向我们描述了这两项活动： 

“ 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
的仆人都要侍奉（敬拜）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
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
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
远。” （启示录 22：3-5）   

在天堂我们要敬拜神！为什么我们不应当敬拜呢？

 122



敬拜的生活 

当所有的天使天军和天堂里各样的活物都唱诗赞美主的
时候，我们也会渴望赞美主。当我们见到主耶稣时，就
会全然明白他为了拯救我们所付上的代价。我确信我们
必会怀着爱慕与崇敬的心情，向他低头跪拜。当我们往
前看、并知道天堂永远属于我们的时候，我们心中必会
洋溢出无限的感谢之情，因此我们必定要赞美主。 

在我们刚读过的经文里，赞美是排在第一位的。我
相信在天上赞美也是永居首位的。当然，我们也还有其
他的任务，就是我们要作王统治，直到永永远远。（参
看启示录 5：6-10） 

作王的不单只是坐在宝座上，他们也要尽他们的责
任。也许你年轻时曾经认为终日无所事事、闲懒度日是
很潇洒的，但不久之后，你就会知道这是何等枯燥乏味
的生活啊！事奉是一种乐趣，而服事神则是 大的乐
趣。 

君王也有许多机会，因为他们有许多可供汲取的资
源；超过他们所需要的无数的宝藏装满了他们的房子。
如果我们与天上的神一起作王统治的话，他岂不也同样
地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吗？也许我们将会有机会探索
整个宇宙，或者勘探银河系里的亿万颗星球，一直去到
银河系的尽头，谁能测透未来的事呢？ 

 “ 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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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 但愿颂赞、尊贵、荣
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 ”
（启示录 5：13） 

    我们同声说：“ 阿们！”  

                                                             

~ 你 的 作 业 ~   

5.  请把下面这个句子补充完整。 

    耶稣说，他会为我们___________地方。 

6.  请将下面这个句子补充完整，选择能与之配合
的正确选项。 

    我们确定在天上有两项活动，它们是 
    a)  休息和弹奏竖琴。 
    b)  敬拜和统治。 
    c)  建造祭坛和献祭。 

7.  哪一种充满喜乐的活动将是我们和天使在永恒
中共同参与的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研读这课程对你的敬拜生活是否有帮助？学习
这个课程是否使你更加渴望与主共渡永恒？请你用自己
的话语写出这个课程对你有什么意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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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学 业 提 示 ~     

到目前为止，你已经完成了第二单元的课程，现在
你要预备填写学业试题小册的第二部分（即课程试题第
五课至第八课）的习题。请复习这几课的内容，然后按
照你的学业报告表的指示来作答。将你的答卷寄回给你
的导师，并询问他关于下一个课程的学习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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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课的答案 ~ 
1.  整天、亮光。 
5.  预备。 
2.  他永恒的爱、他的信实、他的名是至尊的、他

的诫命是至高的。 
6.  b) 敬拜和统治。 
3.  当我们向他呼求时，他就应允我们；他使我们

满有力量。请在第六、七、八节里找出我们藉着敬拜可
得着的其他福气。 

7.  敬拜。 
4.  你可以列出得胜、保护、医治、引导、释放、

喜乐、力量、物质的需要得着满足、或 
    其他你已经经历过的福气。 
8.  你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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