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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大事 

1. 冬季训练将于 12/21-12/26 在加州 Anaheim 举行, 

报名截止于 11/1，请有心愿的圣徒尽快找季东弟兄

报名。 

2. 美东秋季特会将于 10／30 晚上－11／1 中午在

Franklin 召会举行，欢迎弟兄姊妹积极参加。 

3. 石弟兄已于 10／9 出院，回到老年公寓居住，他

再三要求感谢弟兄姊妹在爱里对他的关心与照顾，

也感谢主对他的看顾保守。请大家继续为石弟兄

的完全康复祷告。 

4. Lawrence 区将于 10 月 17 日在 Tyler State Park

野餐郊游，盼望弟兄姊妹相约朋友们一同赴会。

地址： 101 Swamp Road, Newtown, PA 18940, 

时间：11:00am - 2:00pm。 

5. 英文区的弟兄姊妹于 10／10（11am - 4pm）在费

城 Pennypack park 有郊游相调。请弟兄姊妹为英

语区的扩增祷告。 

其它报告 

1. 晨兴追求：出埃及记 

2. 小排的追求进度：出埃及记第 23 章 

3. 生命读经追求: http://mswe1。

org/reading/2013/ls_reading1 

4. 新旧约圣经恢复本一年一遍本周进度: 

http://rsgamen。org 

  

对神的敬拜 

啟二二 9 下： 你要敬拜神。 

啟十四 7： 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与祂，因祂

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之

泉的。 

啟四 8-9：四活物各个都有六个翅膀，周围和里面统满了眼

睛；他们昼夜不歇息的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是

今是以后永是的全能者。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

归与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 

啟四 10-11：那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

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投在宝座前，说，我

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能力的，因为你

创造了万有，并且万有是因你的意存在并被创造的。 

創四 3-5：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

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特别是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

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

大大发怒，垂下脸来。 

出二十 22-26：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向以色列人这样说，

你们自己看见我从天上和你们说话了。你们不可作什么神像

与我相配，不可为自己制造银或金的神像。你要为我筑土坛， 

 

在上面献牛羊为燔祭和平安祭；在我使人记念我名的各地方，

我必到你那里赐福给你。你若为我筑石坛，不可用凿成的石

头，因你在上头一动刀斧，就把坛污秽了。你上我的坛，不

可用台阶，免得在上头露出你的下体。 

出三二 1：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

对他说，起来，为我们造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

领我们从埃及地上来的那人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

事。 

出三二 4-6：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是用

雕刻的工具作成的。他们就说，以色列阿，这是 

领你从埃及地上来的神。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并

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百姓清早起来，献

上燔祭，并带来平安祭，然后坐下吃喝，起来玩耍。 

出二四 10-11：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祂脚下仿佛有平铺的

蓝宝石，像天本身一样明净。祂不伸手加害以色列人的尊贵

者。他们观看神，并且又吃又喝。 

約四 23～24：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敬拜父的，

要在灵和真实里敬拜祂，因为父寻找这样敬拜祂的人。 神

是灵；敬拜祂的，必须在灵和真实里敬拜。 

 

壹 “要敬拜神” — 启二二 9下： 

“要敬拜神”（啓二二 9 下）。請注意，這裏不是說敬拜主，

或敬拜父，乃是說敬拜神。約翰得着了極大的啓示之後，第

二次想要俯伏敬拜天使（第一次是在十九章十節）。但天使

對他說，“千萬不可。我與你、和你的弟兄衆申言者……，

同是作奴僕的，你要敬拜神。”（二二 9）新約裏最後一個

命令是要敬拜神。神要我們敬拜祂。神要得着敬拜；神要人

認識祂是神，並宣告祂是神。敬拜神就是承認祂是神（約二

十 28，九 35~38）。我們需要有看見和啓示纔能有真正的敬

拜。我們需要藉着神聖之光的照耀，看見神是神。
 

魔鬼一直尋求敬拜（太四 8~10，啓十三 4、8、12、15）。

這是魔鬼背叛的真實原因。他試誘主耶穌，將世上的萬國，

和萬國的榮耀，都指給祂看，對祂說，“你若俯伏拜我，我

就把這一切都給你。”（太四 9~10）這就是魔鬼想要得着

的，這也是爲什麼我們會有爭戰。 

在新約裏，事奉神與敬拜神實際上是相同的事（羅一 9）。

在馬太四章十節，我們在主對撒但的回答裏看見，敬拜神就 

是事奉神。我們無法事奉神而不敬拜祂，也無法敬拜祂而不

事奉祂。 

今天，敬拜神是實現在基督的身體裏（弗三 20~21，來二

12）。離了基督的身體，就很難有正確的敬拜。在新約裏的

敬拜，是團體的事。  

 

贰  亚伯照着神圣的启示敬拜神，而该隐照着他自己的意见

和观念敬拜神 — 创四 3～5： 

亞伯照着神聖的啓示敬拜神，而該隱照着他自己的意見和觀

念敬拜神（創四 3~5）。該隱是耕地的，他把地裏的出產拿

來獻給神，那就表示他不覺得自己有罪，所以不需要有流血 

 



 

 

的救贖。那時人還不吃肉，只吃菜蔬，乃是到了挪亞出方舟

之後，才有了改變（九 3）。相反的，亞伯照着父母的教導，

將羊羣中頭生的獻爲祭物。他揀選以父母的神爲他的神，願

意順從他從父母所聽見的福音，所以他是按着神聖的啓示敬

拜神。該隱沒有藉着預期的救贖跟隨救恩的路，卻妄自將自

己勞苦的果子獻給神（四 3）。該隱敬拜神的方式，乃是照

着他屬人的觀念和意見，發明瞭一個宗教（猶 11）。歷世

歷代以來，有無數的該隱跟從者，在各個時空，發明各自的

宗教。今天全地滿了該隱的作法，很難找到那照着神聖啓示

而有單純真正的敬拜。
 

按照希伯來十一章四節，亞伯獻祭給神是因着信，信是由於

聽見福音的話。按照希伯來十一章四節，亞伯獻祭給神是因

着信；信是由於聽見福音的話（羅十 17、14）。亞伯是神

的第一位祭司，代表所有在基督裏的信徒（彼前二 5、9）。

按預表說，亞伯乃是將基督獻給神（民十八 17）。這獻祭

包括灑血在祭壇上爲着救贖，以及焚燒脂油作爲怡爽的香氣

獻給神。亞伯的獻祭正符合後來摩西律法中的啓示（出二十

22~26），證明他敬拜神的路是照着神的神聖啓示，而不是

照着他自己的觀念。 

 

参  出埃及二十章二十二至二十六节，启示律法上关乎敬拜

神的律例
： 

从出埃及二十章二十二至二十六節，啓示律法上關乎敬拜神

的律例，我們要記住燔祭和平安祭這兩種重要的祭；何等感

謝神，藉着時代的職事，在時代的異象向我們開啓一些原則。

我們需要正直分解神的話。根據那個解釋，我們就能夠有發 

揮和應用。我們跟隨亞伯的榜樣，到神這裏來敬拜祂，應用

基督作贖罪祭和贖愆祭。然而，我們也要用燔祭來敬拜神。

然後是平安祭，這是指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和平。在神與人、

人與人之間滿了仇恨，但在以弗所二章，我們看見基督在十

字架上成就了和平（15~16）；祂自己就是我們的和平

（14）；並且在復活裏，祂傳揚和平的福音（17）。我們來

擘餅聚會時，不是輕率的來赴主的筵席，乃是藉着立約的血，

運用我們的信心，獻上基督作平安祭。我們需要以基督作一

切的祭物來敬拜神。 

按照出埃及二十章二十四至二十六節，神要求人敬拜祂所該

用的壇，在人眼中是原始而沒有文化的，不給人的智慧和能

力有地位。這壇是用神所造的材料築成，這指明十字架完全

是由神預備的，人的工作沒有地位（出二十 24）。這樣築

壇意思就是接受神所預備的，不加上任何人的工作。 

正確的敬拜神，不該在主的名以外有別的名（24，申 

十二 5、11，十四 23，十六 6、11，二六 2）。如果有人說

他是喀爾文派的，是路德宗的，是衛理會的，神會覺得怎麼

樣？如果在主的恢復裏，有人自稱屬於某某人，那實在是羞

恥。當然， 

 

我們敬重這分時代的職事，如果沒有這分職事，我們什麼都

沒有。但李常受弟兄給我們的榜樣是，我們不屬於任何人。

我們只有一個名，就是耶穌榮耀的名。 

 

肆  当摩西在领受关乎敬拜的神圣启示时，亚伦造了金牛犊，

而以色列人将其当作真神敬拜 — 出三二 1～6： 

當摩西在領受關乎敬拜的神聖啓示時，亞倫造了金牛犢，而 

以色列人以向神獻上祭物並敬拜神的方式，帶頭敬拜偶

像（4~6、8）。出埃及三十二章四節第二注說，“牛犢不是

爲着勞動，乃是爲着給人吃，所以牛犢表徵享受（創十八

7~8，路十五 23）。在出埃及三十二章，以色列人敬拜牛犢，

把牛犢當作耶和華。他們向牛犢獻祭，然後跳舞、唱歌、吃

喝、玩耍（4~6）。在那裏有各種的娛樂，卻是以敬拜神爲

名。在三十二章八節，耶和華對摩西說，“他們很快就偏離

了我所吩咐他們行的道路，爲自己鑄了一隻牛犢，向它下拜

獻祭，說，以色列啊，這就是領你從埃及地上來的神。”以

色列人在這裏所作的，與二十章二十二至二十六節關乎敬拜

神的律例成了強烈的對比。 

 

伍  看见神就是敬拜祂,如出埃及二十四章一节、十至十一

节所启示的: 

看見神就是敬拜祂，如出埃及二十四章一節、十至十一節所

啓示的。一節說到，摩西、亞倫、拿答和亞比戶，並以色列

長老中的七十人，都遠遠的敬拜。十一節就說，“他們觀看

神，並且又吃又喝。”他們觀看神的時候，又吃又喝。他們

經歷最奇妙的景象時，藉着吃喝而暢快。神要我們享受祂，

並在這樣的享受中敬拜祂。不是像以色列人在拜金牛犢時，

那樣的吃喝玩耍（三二 4~6）。這裏的敬拜神包括觀看神以

及吃喝；這是真正的敬拜，是神所要的敬拜。 

陆  神圣三一的神圣分赐乃是信徒的供应，使他们在神的分

赐里敬拜父 — 约四 14、23～24： 

約翰四章二十三至二十四節說，“時候將到，如今就是了，

那真正敬拜父的，要在靈和真實裏敬拜祂，因爲父尋找這樣

敬拜祂的人。神是靈；敬拜祂的，必須在靈和真實裏敬拜。”

這裏所着重的是敬拜者本身。真正敬拜的人，乃是在他們的

所是裏，在他們的靈和真實裏敬拜父。真正對父神的敬拜，

是在靈裏，也是在真實裏。這裏的用辭是“真實”，而不是

“實際”。神聖的實際，就是三一神自己。約壹五章六節說，

“那靈就是實際。”這實際向我們啓示，並且作到我們裏面。

我們不僅被真理構成，更被實際構成而成爲神人，在我們裏

面產生一種美德，聖經稱作“真實”。 

主所說的敬拜，乃是在子裏並在靈裏敬拜父；這是在神分賜

裏的敬拜，就是藉着神聖分賜的敬拜（弗二 18，三 14~21）。

我們若要有真實的敬拜，就需要神在祂的神聖三一里分賜到

我們的全人裏（林後十三 14）。在神的分賜裏敬拜父，與

喝活水有關（約四 10、14）。用我們的靈接觸是靈的神，

就是喝活水，而喝活水就是對神真實的敬拜（24）。我們要

在神的分賜裏敬拜父，就需要喝那靈，好使神將祂自己分賜

到我們裏面（14，林前十 3~4，十二 13）。 

但願我們藉着認識祂的神格，並承認祂是神而敬拜祂。但願

我們照着神聖的啓示敬拜神。但願我們以基督作祭物敬拜神。

但願我們藉着十字架敬拜神。但願我們藉着觀看神以及吃喝

基督敬拜神。但願我們藉着經歷基督，並與神一同坐席享受

基督敬拜神。但願我們在靈和真實裏並在三一神的分賜裏敬

拜神。但願主在祂的恢復裏恢復真正的敬拜，興起一代又一

代真正的敬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