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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8日－12月14日 安息日下午

在敬拜中合一

閱讀本週學課經文
啟示錄 4：8，11；馬太福音 4：8－9；但以理書 3：8‒18；啟示錄 14：9；啟
示錄 14：6－7；使徒行傳 4：23－31。
存心節

「我又看見另有一位天使飛在空中，有永遠的福音要傳給住在地上的人，就是
各國、各族、各方、各民。他大聲說：『應當敬畏上帝，將榮耀歸給祂！因祂
施行審判的時候已經到了。應當敬拜那創造天地海和眾水泉源的。』」（啟示
錄14：6－7）

五旬節過後不久，早期的基督徒將大部分時間用於敬拜。他們「都恆心
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擘餅、祈禱」（使徒行傳2：42）。他們
的心因認識耶穌為彌賽亞而快樂，看到舊約預言一一應驗，他們不禁對
上帝充滿感恩。能夠明白這一奇妙的真理是多麼寶貴的特權啊！這些早
期的基督徒之所以感到必須花時間在一起交通、學習和禱告，就是要為
耶穌生平、受死和復活的啟示以及祂為他們的生命所成就的一切向上帝
獻上感謝。

耶穌基督的教會實質上是一個敬拜的團體，接受上帝呼召而存在，要成
為「靈宮，作聖潔的祭司，藉著耶穌基督奉獻上帝所悅納的靈祭」（彼
得前書2：5）。在集體敬拜中表達出的對上帝的感恩，會改變人的心思
意念，使之靠近上帝的品格，幫助人預備行各樣服事。
本週課程的重點是敬拜的意義，以及信徒如何在耶穌基督裡保持團結合
一。
■研究本週學課，為12月15日安息日做準備。

星期日

12月9日

第11課／在敬拜中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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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我們的創造主和救贖主】

談到敬拜，我們通常會強調敬拜的
元素，包含的內容以及敬拜的流
程。但是敬拜的深層意義是什麼？
敬拜上帝究竟是什麼意思？我們為
什麼要敬拜上帝？大衛在詩篇29：
2寫到：「要將耶和華的名所當得
的榮耀歸給祂，以聖潔的妝飾敬拜
耶和華。」它向我們指明理解敬拜
含義的正確道路。敬拜上帝是將祂
的名所當得的榮耀與尊重歸給祂。
啟示錄4章和5章中描述了耶穌升天
後，天上就職典禮的情形。在天上的
居民為何要敬拜上帝和上帝的羔羊耶
穌？ 參見啟示錄 4：8，11；5：9－
10， 12－13。

當耶穌被介紹為上帝的羔羊、世界
的救主時，在天上寶座前所出現的
敬拜場景是令人歎為觀止、肅然起
敬的。當受造之物因上帝所成就的
大工向祂獻上愛慕且感激的頌贊
時，這就是敬拜了。敬拜是一個心
懷感恩的人對上帝的創造與救贖做
出的回應之舉。到了世界的末了，
得贖之民也要加入敬拜的大軍，以
類似的方式回應上帝的拯救。「主
上帝全能者啊，祢的作為大哉！奇
哉！萬世（或作：國）之王啊，祢
的道途義哉！誠哉！主啊，誰敢不

敬畏祢，不將榮耀歸與祢的名呢？
因為獨有祢是聖的。萬民都要來在
祢面前敬拜，因祢公義的作為已經
顯出來了。」（啟示錄15：3－4）

所以，敬拜是我們對上帝偉大作為
的信心回應：首先，因祂創造我
們，其次，因祂救贖我們。在敬拜
中，我們要向上帝獻上祂所配得愛
慕、尊崇、讚美、敬愛及順從。當
然，我們之所以認識上帝，知道祂
是我們的創造主和救贖主，是因著
祂在《聖經》中向我們揭示的真
理。此外，從基督的為人及服事
上基督徒可以獲得對上帝更為全
面的瞭解（參見約翰福音14：8－
14）。這就是為什麼基督徒要將耶
穌作為救贖主來敬拜，因為祂在十
字架上的犧牲和復活正是敬拜的核
心。
當基督徒聚集在一起敬拜上帝時，
必須是出於敬畏與感謝的心，方為
正確。

默想耶穌作為創造主和救贖主，祂為
我們成就了什麼，饒恕了什麼，又提
供了什麼――這一切皆因祂甘願為擔
當我們的罪而死。我們為何要將這些
真理作為一切敬拜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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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假的敬拜】

閱讀馬太福音 4：8－9。耶穌在曠野
受到的第三個試探是什麼？

驕傲自大的撒但宣稱自己擁有這世
界的合法統治權，是一切財富與榮
耀的主人，他還聲稱他配得所有住
在地上的人的尊崇與敬拜，儼然以
創造主的身分自居。這是對上帝，
對造物主―耶穌的天父的極大羞
辱。撒但在言語之間透露出他其實
對什麼才是真正的敬拜心知肚明：
就是要將榮耀與尊崇歸於那宇宙的
真正主人。
將但以理書3章（特別是8－18節）
三個希伯來少年人的經歷與啟示錄
13：4 和14：9－11中的末世勢力作
對比。在末世，有什麼事是攸關生死
的？這兩件事的核心問題是什麼？

從該隱和亞伯，到巴比倫三個希伯
來青年人，再到有關「獸的印記」
（啟示錄16：2）的末世大事，撒
但一直費盡心機想要建立一個虛假
的敬拜模式，狡猾地使他自己成為
人敬拜的對象，為要讓人遠離真神
上帝。畢竟，在他尚未墮落之前，
就已經想要成為神了（以賽亞書

14：14）。當年那三位青年人若不
拜那金像，就會面臨死亡的威脅；
同樣，在末後的日子裡，上帝忠心
的兒女若不拜獸像，他們同樣也會
面臨殺身之禍。這一切絕非巧合。
我們既蒙召敬拜真神上帝，怎麼能
去拜其他的什麼「像」呢？
「從這些希伯來青年在杜拉平原的
經驗所學得的教訓頗為重要……那
在上帝子民面前的遭難時期，是需
要他們以毫不畏縮的信心來應付
的。祂的兒女必須顯明祂乃是他們
唯一敬拜的對象，沒有任何理由足
以誘使他們對敬拜假神作絲毫讓
步，縱使犧牲性命亦在所不惜。在
忠心的人看來，多罪而有限之人的
命令若與永生上帝的聖言相較，就
顯得卑不足道了。縱然順從的結果
是監禁、放逐、或死亡，真理總是
必須順從的。」──懷愛倫，《先
知與君王》，原文第512－513頁。
即便是現在，還有什麼別的方法會誘
惑我們撇下那唯一值得敬拜的真神，
反而對不當受敬拜的人或物頂禮膜拜
呢？虛假的敬拜如何成為一種更加不
易察覺的威脅呢？例舉一些我們現在
仍有可能被誘惑去敬拜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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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天使的信息】

復臨信徒將啟示錄14：6－12中三
天使的信息視作耶穌基督復臨之前
他們的使命和信息的精髓（啟示錄
14：14－20）。這信息非常重要，
需要用「大聲」向住在地上的所有
人宣告。
閱讀啟示錄 14：6－7。第一位天使
的信息是什麼？它是如何描述上帝
的？為什麼在這一信息中提到敬拜的
事？

三位天使中的第一位向全世界傳達
了一個信息。這是對耶穌在馬太福
音24：14中所發預言的應驗。《聖
經》中對這三位天使及其使命的描
述，透露出一種迫切之感。第一位
天使的信息呼籲人們要將注意力放
在上帝身上，因為「祂施行審判
的時候已經到了」（啟示錄 14：
7）。耶穌第二次再來就是審判的
催化劑。
天使大聲說：「當敬畏上帝。」
（啟示錄 14：7）對於那些從不認
真對待上帝的人來說，這條呼召他
們起來行動的信息著實會讓他們心
裡懼怕。而對於那些一直跟隨耶穌
的人來說，這一呼召則喚起他們的
敬畏和尊崇。他們仰望上帝，看到
祂的應許一一應驗。在他們心中盈

溢著對上帝的感恩與尊崇之情。

「應當敬拜那創造天地海和眾水泉
源的。」（啟示錄 14：7）此處既
然提到創造，就是清晰地指向安息
日這條誡命（參見出埃及記 20：
8－11），創造萬物的上帝是配得
敬拜、尊崇的，正是祂設立安息
日，為祂創造大能的紀念。
值得注意的是，到了末時，敬拜就
成了善惡之爭中爭奪人類忠心的關
鍵問題。這個向世界發出的宣告正
是呼召人們要敬拜創造主。

「敬拜將成為在最後危機中的核
心問題。啟示錄說得很明白，這
考驗不是是否敬拜，而是要敬拜
誰。到了末時，世界上只剩下兩類
人：那些敬畏並敬拜真神上帝的人
（11：1，18；14：7）和那些恨惡
真理，並拜龍和獸的人（13：4－
8；14：9－11）……若是在最後的
鬥爭中，敬拜會成為核心問題，那
麼難怪上帝要發出他末時的福音，
敦促那在地上的居民要認真對待上
帝，敬拜這位創造萬物的神，唯有
祂是值得敬拜的。」―蘭可．斯
特凡諾維奇（Ranko Stefanovic），
《耶穌基督的啟示：啟示錄注釋》
（密西根州貝林泉：安得烈大學出
版社，2002年），原文第444－44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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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經和團契】

閱讀使徒行傳 2：42。早期基督徒們
在敬拜時都做些什麼？

「（他們）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
訓，彼此交接。」（使徒行傳 2：
42）從教會剛建立的時候，敬拜便
是以學習上帝的話為核心的，那時
是由使徒們將真理傳與眾人。早期
的基督徒都忠心地研究《聖經》中
有關耶穌是彌賽亞的教導。他們在
不斷的團契中彼此分享著上帝賜予
他們的福氣，並在他們與上帝同行
的靈程道路上相互鼓勵。他們在上
帝的道中發掘出神聖的真理，這就
是他們向世界所傳達之信息的基
石。
下列經文中如何談到在團契中與其他
信徒一起學習上帝話語的重要性？
列王紀下 22：8－13
使徒行傳 17：10－11
提摩太後書 3：14－17

「福音的真理無論在何處傳開，總
有一些誠心樂意行義的人因而殷勤
查考《聖經》。在世界歷史的最後
幾幕正在演變時，如果那些聽見那
具有考驗作用之真理的人能效法
庇哩亞人的榜樣，天天查考《聖
經》，並將那傳給他們的信息與上
帝的話作一比較，那麼現今信主之
人較為稀少的地方就必有很多人
忠守上帝律法的訓誨了。」―懷
愛倫，《使徒行傳》，原文第232
頁。

因著我們所宣揚的真理，就是從上
帝的話語中發掘的真理，我們合而
為一。早期上帝的教會就是這樣的
情形，而今日也應如此。學習上帝
的話語是我們敬拜上帝的主要內
容，也是我們作為被呼召要向世界
宣告三天使信息的一群人團結合一
的核心。當我們好像大家庭一般聚
在一起團契敬拜時，《聖經》便以
上帝的話教導我們，指引我們的生
活，使我們為大使命和耶穌復臨做
好準備。

對比《聖經》中的教訓，你在信仰方
面有多堅定？換句話說，你的信仰是
否足夠堅定，就像那三個希伯來青年
那樣，即便面對死亡也能站立得穩？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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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擘餅和祈禱】

無論早期教會面臨何種挑戰，他
們都因著對耶穌的共同信仰團結
在一起，因著祂所託付要傳與世
界的真理合而為一。這就是彼得
所說的「已有的真道」（彼得後
書 1：12）。那麼，在真道上合一
的他們，在許多方面表現出他們的
團結，「都恆心……擘餅，祈禱」
（使徒行傳 2：42）。

這裡提到的擘餅可能是指團契中的
愛宴或是信徒間普通的聚餐。在宴
席上，有人會特別祝福餅和葡萄
汁，為的是紀念主的受死與復活，
並盼望祂快快復臨。早期的基督徒
們就是這樣，花時間來紀念耶穌生
平和服事的意義，也喜愛在團契聚
餐的時候談論這一切。

「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恆切地在殿
裡，且在家中擘餅，存著歡喜、誠
實的心用飯，讚美上帝，得眾民的
喜愛。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
們。」（使徒行傳 2：46－47）這
樣地團契生活無疑使他們在耶穌基
督裡的合一大大加深了。
根據使徒行傳的描述，早期基督徒在
同心合意禱告的事上為我們立下什麼
榜樣？他們為何事祈禱？
使徒行傳 1：14

使徒行傳 4：23－31
使徒行傳 12：12

早期教會十分珍惜與上帝直接交流
的機會，他們聚集在一起敬拜的時
候，從來不忘向祂獻上祈禱。保羅
在他寫給提摩太的第一封信中提到
基督徒聚在一起祈禱的重要性（提
摩太前書2：1）。他也曾向以弗所
人強調禱告的必要性：「靠著聖
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並要在
此警醒不倦，為眾聖徒祈求，也
為我祈求。」（以弗所書 6：18－
19）。
我們能夠藉著為同一件事獻上祈禱而
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一起嗎？這樣的祈
禱如何幫助我們教會團結如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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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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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資料

閱讀《懷愛倫百科全書》中的〈論
祈禱〉，原文第1044‒1046頁，以
及〈論敬拜〉，原文第1290－1291
頁。

「『安息日之所以成為創造工作的
紀念，其要點乃在乎它時常向人提
出應當敬拜上帝的真正理由。』
―因為祂是創造主，我們是祂造
的。『因此，安息日乃是神聖敬
拜的真基礎，它以最動人的方式，
發揮這偉大的真理，這是任何其
他制度所不能作的。敬拜上帝―
不單指在第七日的敬拜，而指一切
的敬拜的真基礎，乃建立在創造
主與受造物中間的區別。這個偉
大的事實，永遠不會廢去，人也
永遠不可忘記。』（J．N．安德
烈Andrews，《安息日的歷史》，
第27章）上帝之所以在伊甸園制定
安息日，乃是要把這個真理時常擺
在人面前，所以何時我們仍以祂為
我們的創造主而敬拜祂，則同時安
息日也要繼續的存留，作為這個事
實的證據和紀念。如果安息日一直
被普遍遵守的話，則人類的思想與
愛情便要一直歸向創造主，以祂為
尊崇敬拜的物件，而世上也就一直
不會有拜偶像的人、無神主義者、
或懷疑派了。遵守安息日乃是一個
證據，表明遵守的人是忠於那『創
造天、地、海、和眾水泉源』的真
上帝。因此，在發出那吩咐人敬

拜上帝並守祂誡命的信息之後，
接著便特別呼召他們要謹守第四
條誡命。」―懷愛倫，《善惡之
爭》，原文第437－438頁。
討論問題

1由 於 敬 拜 、 創 造 和 救 贖 三 者 在
《聖經》中密不可分，那麼你認為謹
守安息日是不是上帝為虛假的敬拜而
預備的解藥呢？在啟示錄14：6－7有
關末世的預言中，安息日的角色是什
麼？為什麼在第一位天使的信息中會
提到安息日？
2我們通常探討的是敬拜的內容―
在敬拜中我們應當做什麼，不應當做
什麼。這樣就夠了嗎？敬拜的真正含
義是什麼？你的教會如何進行有意義
的敬拜？
3在某些社會中，基督徒集體的敬拜
被漸漸淡忘或撇棄了，甚至在復臨信
徒中也是如此。你的教會應該做些什
麼來對抗這一趨勢？

總結
敬拜是基督徒對上帝救恩的厚禮作出
的感恩回應。同時，這也是基督徒經
歷合一和團契的核心要素。如果不願
瞭解上帝賜下的真理，也不禱告和學
習《聖經》，那麼我們就不可能會在
基督裡實現合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