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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教会敬拜上帝 

 

    教会所做每项事工的目的不外乎朝下列三个方面发
展：敬拜仰望上帝、教会内部成长、对外宣扬福音。 

    有时称教会为“敬拜的殿”是很适合的，因为教会主要
的功能是提供场所让人们能够一起敬拜神。人有敬拜的需
要。如果他不竟敬拜上帝便会敬拜其它，如金钱、名誉、
享乐、偶像或自己，但这些都不能使他满足，除非他敬拜
上帝。 

    耶稣教导我们，天父喜欢敬拜。虽然天上有天使不停
地赞美祂，但祂要我们藉着敬拜和祂交通。 

 

 

在本课中你将学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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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敬拜 
    用音乐敬拜 
    在祷告里敬拜 
    奉献的敬拜 
    通过圣灵的敬拜 

本课将帮助你：            

    叙述真实敬拜的根基            
    了解并参与不同形式的敬拜             
    能更完全地参与圣灵拜敬的事工 

一起敬拜 

目标 1. 认识为什么人们要聚集在一起敬拜。 

    星期日早上，新会友玛丽和她的未婚夫提摩太第一次
一起上教堂做礼拜。提摩太也是 近决志信主的，他有基
督教的家庭背景。玛丽提的问题引发他对敬拜新的兴趣。 

    “上帝在哪里？”玛丽环视四周问道，“没有神像可下
跪，要我怎么敬拜呢？”  

    “你并不需要对着神像来敬拜，”提摩太回答说，“你已
经习惯了对神像鞠躬，但心中并无真实的爱。上帝是个灵，
我们无法用肉眼看见祂。但是当我们重生以后，可以用心
灵和诚实来敬拜祂(约翰福音 4：24)。不论我们是唱诗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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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做任何事，我们的内心都真正爱祂、赞美祂。这样的敬
拜才是祂想要的。” 

    会众快乐地唱着赞美上帝伟大和慈爱的诗歌，有时还
边唱边拍手。开始玛丽很不习惯，但不久她也面带微笑拍
起了手。唱诗结束时，领会要大家彼此问安，有人欢迎玛
丽并和她握手，她感觉不再像个陌生人，反而与主和其他
人都很亲近。 

   “真像个大家庭。”玛丽向提摩太耳语。 

    信徒能随时随地敬拜上帝，但也需要大家一起聚集敬
拜。 

    人们是需要互助的，一堆在一起燃烧的煤是炙热的，
但是单独的一块煤很快便会熄灭。信徒在一起聚会、分享
和帮助，会让他们在上帝炙热的火焰中彼此互助，更加茁
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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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吩咐我们要一起聚会，祂应许祝福凡顺服祂命令的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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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徒好比是“基督的身体”，耶稣是头，主管身体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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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能够和谐地同工成为一体。唯有藉着大家固定聚集敬拜
来让圣灵做成合一的工作。 

习题： 

 1. 信徒共同聚会敬拜是为了： 
 a).我们不能单独敬拜。 
 b).主能帮助我们属灵的成长。 
 c).我们要服从上帝的命令。 
 d).耶稣应许与我们同在。 

用音乐敬拜 

目标 2. 选择一些含有圣经原则的歌词用于敬拜中。 

    会众齐唱能舒解身体的压力，有治疗紧张，建立信心
的功效。更重要的是它能在基督里真诚的敬拜合一。 

    独唱、重唱或诗班献诗都是不同方式的敬拜。听者应
将荣耀归给上帝。上帝不仅赐给我们声音去唱，祂更赐给
我们可唱的内容。 

    旧约时代以色列人歌唱诗篇，诗篇就是他们的歌本，
他们视诗歌为敬拜的重要部份。 

    早期的基督徒也唱圣经经节，赞美诗和其它的歌慢慢
的纷纷加入。使徒保罗对教会说：“当用诗章、颂词、灵
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地赞美主。”(以弗所书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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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歌能够表达我们对上帝的感谢和赞美，我们的
见证也在歌里荣耀上帝。上帝也对唱的人回应道：“凡以
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诗篇 50：23) 

    在耶稣来以前人们用动物献祭，但从耶稣为我们受死
之后，这种献祭就被代替了。“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
以颂赞为祭献给神。”(希伯来书 13：15) 

   基督来后 

        基督来前 

    玛丽和提摩太参加的教会会众唱诗是用钢琴和风琴
伴奏，另外也有多种不同乐器的交响乐团。音乐深深打动
玛丽，她惊奇地说：“我从不知道交响乐团也可以用在教
会。” 

   “他们用个人才华演奏来敬拜主。”提摩太回答道，“旧
约时代的人，用各种乐器赞美主。圣经中的诗篇 150：3-6
节说到：‘要用角声赞美他，鼓瑟、弹琴赞美他；击鼓、跳
舞赞美他，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用大响的钹
赞美他，用高声的钹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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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音乐被称为通用的语言，它可以带领会众一起敬拜
神。 

习题： 

 2. 我们的歌声可以成为敬拜，当我们： 
 a). 能背着唱出来。 
 b). 从心里唱诗赞美上帝。 
 c). 和敬拜的会众同唱。 

 3. 敬拜的诗歌是关于： 
 a). 我们特意为上帝做的。 
 b). 自然和我们的世界。 
 c). 主的伟大和良善。 

 4. 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并改正错误。 
 a). 教会使用乐器可以为聚会制造好气氛。 
 b). 上帝喜悦人只用安静祥和的音乐来敬拜祂。 
 c). 乐师们演奏时应该留意是要荣耀上帝而不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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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祷告里的敬拜 

目标 3. 认识在祷告里敬拜的真理。 

    很快，会众开始一同祷告。“为什么他们要闭上眼睛？” 
玛丽耳语道。 

   “他们向上帝说话时可以暂时忘记周围的一切” 提摩太
回答，“他们正在祷告敬拜。” 

    玛丽听见有人说：“赞美主！谢谢主耶稣！” 有些人举
起双手敬拜，祷告声音愈来愈大，玛丽感到很奇怪。 

   “你会习惯的，” 提摩太打消她的疑虑，“在教会里有很
多人常聚在一起祷告，每个人也都单独的向上帝祷告，祷
告时我们存感谢和赞美的心来敬拜祂。” 

    过了一会，牧师请一个人代领祷告。玛丽很惊讶，祷
告的人没看稿子却祷告的很美。当他祷告完毕，许多人说
“阿们”。 

    玛丽问“那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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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是希伯来文，意思是愿旨意成就。如果我们同意
祷告所说的，我们便说阿们。”提摩太解释着。 

    早期教会用祷告敬拜是很普遍的，“他们天天同心合
意恒切地在里，......赞美神”（使徒行传 2：46-47），“他
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使徒行传 4：
24） 

    我们对上帝的爱，可以藉着敬拜祂与祂交通得到满
足。我们应该让祷告里的敬拜像早期教会那样有意义、活
泼、生动，否则它将变得无意义、呆板、空洞。教会必须
不断成为“万国祷告的殿。”（马可福音 11：17） 

习题： 

5. 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a).祷告中与上帝交通是快乐的经历，因为我们爱祂。 
 b).祷告后我们说“阿们”表示祷告结束了。 
 c).通常在祷告时我们闭上双眼暂时忘记周围的一切。 
 d).耶稣称信徒聚集的地方为祷告的殿。 

奉献的敬拜 

目标 4.阐明奉献如何成为敬拜的一部份。 

    当牧师宣布大家要献十分之一的金钱来敬拜主时，玛
丽困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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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可能用钱来敬拜主？”她问。 

   “当我们奉献时，是因为我们爱祂、感谢祂，这是敬拜
的一种方式”提摩太回答，“我待会儿再做解释。” 

    当招待员传递奉献袋时交响乐团演奏着一首诗歌，会
众低声赞美主。玛丽明白当人们真心做在主身上时，奉献
也是一种快乐的经历和敬拜方式。 

    以后她知道了在某些教会，信徒是走到台前奉献。但
不管采用什么方式，“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利未记 27：
30)。我们把这称为十分之一奉献。凡给上帝的都是奉献，
这是一种敬拜的方式。（请阅读箴言 3：9-10，哥林多前
书 16：2） 

习题： 

 6.请用你自己的话说明奉献如何可以成为敬拜。 

 7.前文描述中聚会的奉献是敬拜方式之一,你可以说出其 

  它敬拜的方式吗？ 

                                                       
在圣灵里的敬拜 

目标 5. 说出在圣灵里敬拜的三种功效。 

    会众轻声地唱诗敬拜，有些人的手仍举着。玛丽看见
有些人的脸上流着泪。提摩太告诉她，这些人并非不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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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被上帝的爱感动才落泪。紧接着玛丽听见有些她听不
懂歌词的歌曲，不同的歌声交错，但是很美，很和谐。 

   “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我要用灵歌唱’”(哥林多前书十四
章 15 节)，提摩太解释说。一股莫名的平安与喜乐涌入玛
丽心里，她感到上帝就在这里。 

    歌声渐退，牧师起身讲道，会众在敬拜和赞美之后预
备好心来接受上帝的话语。     

    五世纪一位伟大的教会领袖奥古斯汀曾说：“哦，上
帝啊！你创造了我们，我们的心只能在你里面得到安息。”
所以在圣灵里敬拜的第一个功效是：使人感到上帝的同在
和在祂里面得到灵里的安息与满足。而这份安息与满足将
伴随在他们每日的工作、游戏、忧伤和喜乐中。 

    另一个在圣灵里敬拜的功效是：得到真正的自由或释
放。当我们呼求圣灵时，祂挪去我们的害怕、忧虑、愤恨、
自私、仇恨和所有的创伤。当我们在圣灵里敬拜祂时，耶
稣是何等宝贵与真实，我们感受到了合一，因为“主就是
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哥林多后书 3：
17) 

    第三种在圣灵里敬拜的功效是：医治我们的身体。可
能是渐进的，也可能是十分戏剧化的。布道家海蒂赫蒙描
述过一件她在聚会中所发生的不寻常的打岔事件：一位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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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气的妇人被人抬进来，她是被一瓶罐装化学爆炸物灼伤
并且炸瞎了眼，朋友赶紧把她送到教会替她祷告。当赫蒙
小姐正要为这妇人祷告时，她突然停住了并转向会众说：
“上帝告诉我要大家敬拜祂，快让我们一起敬拜祂，敬拜
主耶稣！”她要会众敬拜神而不是为这快要死掉的妇人祷
告！当会众开始赞美主，敬拜浪潮横扫大家，那是圣灵在
动工。突然间！一声高昂赞美的美妙歌声升起，赫蒙小姐
吓了一跳，她发现那声音是来自那位躺在担架上的妇人，
当会众在圣灵里敬拜时，上帝完全医治了她。 

    你或许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戏剧化的事件，但是在圣灵
里敬拜是有医治能力的。使徒保罗也在综合圣灵敬拜时
说：“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的，在基督耶稣里夸口。”(腓
立比书 3：3) 

    当人们遵循这个教导时，教会真正成为敬拜的殿。教
会本身的建筑已无关紧要，不管你们的教会是一所美丽的
大教堂，或只是一个简陋的大厅，它存在的真正目的就是
为了敬拜圣父、圣子、圣灵！ 

 

教会敬拜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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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 用音乐 

      奉献           在祷告中       在圣灵里 

习题： 

8. 基督徒聚集敬拜的地方应该常是: 
 a). 很美的。 
 b). 简单的。 
 c). 在城镇中的好地点。 
 d). 会众可以自由敬拜的地方。 

9. 请列出在圣灵里敬拜的三种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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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1.  b)； c)； d)  

2.  b） 

3.  c)    

4.  a）非，音乐不单只用在当做背景气氛，它可以成为
我们的敬拜；   

    b)非。诗篇 150 篇说可使用各种生动活泼的乐器； 

    c)是。 

5.  a）是； b）非； c）是； d）是。 

6. 你的答案。你可以说：“我们可以藉奉献表达我们对上
帝和其他人的爱。” 

7. 音乐敬拜、奉献敬拜、祷告敬拜、在圣灵里的敬拜。  

8.  d) 

9.  灵里的安息和满足；得到真正的自由和释放；  

   医治我们的身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