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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醒系列第二讲  

主题：谦卑  

大卫普莱特博士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唤醒」系列第二讲，我是大卫普莱特博士。  

今天我们要来探讨一个在群体敬拜中不可妥协的要素。我相信我们非常需要来探讨它。那就

是「谦卑」，它在群体敬拜中非常重要，而且不可妥协。我想引用一段陶恕牧师的话来作为开

塲白。我引用他的话很多次了。这段话是现代教会很需要听的。他说：「我认为现今教会最大

的需要就是一群无忧无虑而肤浅的宗教家被打倒，好让神的异象被高举，并且使衪的荣光充

满整个殿堂。神圣敬拜的艺术似乎已经像神的荣耀离开会幕一样的消失了。结果剩下的是用

我们自己的方法，来填补所缺乏的真实自发的敬拜。借着引进无数廉价而世俗的活动，来抓

住会众的注意力。」  

我想要说的是，其实不需要引进廉价而世俗的活动，来抓住会众的注意力。因为神的伟大足

以抓住会众敬拜的注意力。这是今天我们教会很需要来探讨的事实。如果你有圣经，我请你

翻到启示录十九章。我们在上一集节目中用旧约尼希米记十二章来开始「唤醒」系列关于群

体敬拜的探讨。我们看到一个群体敬拜不可妥协的要素：「群体」。今天我们不只是一群敬拜

者的聚集。我们更是一个信仰的团体。今天我们要来研讨谦卑和它在群体敬拜中的重要性。

我们要进入启示录中一段非常庄严有力的经文，第十九章。在整本圣经最后的部份。在进入

经文之前我们需要先看一下启示录的背景。首先这本书是写给一群在第一世纪因为信仰面对

许多迫害的基督徒。当时罗马皇帝豆米仙大肆地逼迫教会。本书的作者，使徒约翰，就因着

迫害被放逐到一个拔摩海岛。约翰写给欧洲大陆的基督徒，鼓励他们在迫害中要在信仰上站

稳。了解这个背景是很重要的，因为当我们来到这本书，会开始看到许多教导我们未来美好

的事物的记号和图像。这本书的确教导了我们很多关于未来的事物，但是也教导了身处在第

一世纪的人们关于当时的事。我们需要透过两种眼光来看这本书和这段经文。首先是透过神

在那个时代对那些人说话的眼光，然后我们会看到那些展现出来的真理，要告诉我们神对所

有世代的人，包括我们所说关于未来的事情。这些背景带领我们来到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一节。

这是永恒所指向的。  

 

「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权能都属乎我们的神！他

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流仆人血的罪，

给他们伸冤。又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二十四位长老与四活

物就俯伏敬拜坐宝座的神，说：阿们！哈利路亚！」  

 

你看，在永恒时你将要说「阿们」，让我们现在就开始练习说，「阿们」、「哈利路亚」。  

 

「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哪，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我听

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

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

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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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我就俯伏在他脚前

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作见证的弟兄同是作仆人的，你要敬拜

神。」因为预言中的灵意乃是为耶稣作见证。 」  

 

这段经文是整本启示录讲到赞美敬拜的最高潮。我要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一到十节每一

节，每一个字，都围绕着神的伟大。衪是新约敬拜的中心。衪是永恒敬拜的中心。我们要问

的问题是：今天神真的是我们敬拜的中心吗?今天神真的是我们敬拜的中心吗?如果衪是，那

是什么样的景况呢?我相信这是今天的教会都有的疑问。回到陶恕挑战我们的问题，我要你们

看这段经文有三个理由。三个理由为什么神的伟大是我们敬拜的中心，而不是取悦会众，廉

价而世俗的活动。  

 

第一，衪渴望我们的敬拜。为什么神的伟大会得我们所有敬拜的注意力？是因为衪渴望我们

的敬拜。当我们来到十九章第一节，一开始说到「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此

后」是什么意思，「此」是指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往回看两章，十七章和十八章。

基本上这两章讲的是巴比伦。巴比伦就是第二节所提到的大淫妇，我们马上就会看到为什么。

在圣经中，巴比伦有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是一段不太好的历史。在创世记一开始，第十一章，

巴别塔，神在此谴责人类，因为他们骄傲自大想建这个塔来通天。然后当我们看到神的选民，

以色列人。我们在尼希米记第十二章看到耶路撒冷被巴比伦人攻击。结果是他们必须重建城

墙和圣殿。因为巴比伦人毁坏了圣殿。巴比伦人也毁坏了耶路撒冷城并且放逐了神的选民。

所以当我们来看启示录十七章和十八章，记得首先透过正在受逼迫的信徒的眼光来看。你会

先想到一幅巴比伦人的图画，然后看到罗马帝国正在压迫他们和迫害教会。在启示录十七章

和十八章的信息是很清楚的，就像围绕早期教会的巴比伦人终究离开了，有一天罗马帝国也

不会存在。它不会永久长存的。同时我们在启示录，特别是这两章，看到在历世历代中，教

会在非基督信仰，甚至是与基督信仰敌对，充满属世的宴乐，注重财富和满足，使人远离神

的文化中，担任着一个先锋的角色。那就是十七章和十八章所描绘所谓淫乱的图画。让我们

来看第十七章的前两节。这就是为什么巴比伦会被比喻为淫妇。  

 

「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

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地上的君王与她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她淫乱的酒。』」  

 

这是一幅属灵淫乱的图画，围绕着教会的文化，属世的名声，荣耀，权力，奢华，与满足。

在那个时代有很大的诱惑。如果因为信耶稣你将会失去性命，你真的会说或许这条路不是我

想要走的。也许我将走这条路或那条路。他们的四周充满了属世的各种乐趣和随之而来的诱

惑。启示录这本书告诉我们的是在非基督和敌对基督的文化之中有一个先锋就是教会，而神

渴望衪的子民在世界提供他们许多不同的东西时还能敬拜衪。我要你们看到神渴望我们的敬

拜显现在两方面。  

 

首先，神创造历史来展现衪的荣耀。启示录第十九章的要点是，神比这个世界能给你的任何

东西更荣耀；衪的伟大、能力、满足、和快乐，远超过巴比伦能给我们的；神创造整个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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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从圣经的起始时代，到现今，直到末世，所有的事物都只有一个目的。神要展现衪的荣

耀。衪一再重复地要显明衪是配得万国来敬拜，而且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配得。衪创造的历

史在启示录第十九章达到最高点，一幅哈利路亚，赞美归于神，惟有衪配得敬拜的图画。这

个世上无人能与衪相比。你要知道当我们聚集来群体敬拜，我们是敬拜这一位自我高举的神。

让我再重复一次，我们要知道我们敬拜神。我们要知道我们敬拜一位自我高举的神。衪要使

全世界都荣耀祂。这是祂的渴望，衪的目标。在所有的历史中，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在

所有衪的教会中，每一件事都以荣耀衪的名为目的。每件事都是以祂为中心。衪是为了祂的

荣耀而活。现今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时常搞错的就是，每一件事都是以我们自已为中心。

如果今天早上我问你们为什么耶稣要从罪恶中拯救你?我猜最多的答案是，因为衪爱我。那是

部份正确的。让我们再进一步探讨，衪为什么爱你?神为什么爱我们?「哦…我不知道…衪就

是爱我们吗!」「哦，不是这样的。」神爱我们是有一个原因的。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是

有一个原因的。是的，一部份是由于衪的爱，但最终是因耶稣爱我们，以致于神在我们当中

被荣耀。耶稣爱我们以致于衪的救赎透过我们的生命和衪的救恩在我们的生命中，可以让神

得到荣耀。每一件事最终不是以你和我为中心，而是以神为中心。每件事都是以神为中心。

你们可能会这样想，你是说神是自私的吗?你是说神是自我中心的吗?我相信这正是圣经所教

导的。我相信神是完全自我中心的。祂活着就是要来高举祂自己。我们还要祂活着来高举谁

呢?衪还把谁放在比祂更高的位置而向其顺服呢?因为在这个情形下祂就不再是神了。祂是完

全自我中心的。神是完全以祂为中心的。这是不一样的。我们不会看到我们的孩子星期天上

了儿童主日学，带回家的图画上写着「神爱祂自己」。这正是整个历史的目的所在。衪如此设

计，所以你和我不是在神的宇宙的中心。神是在祂的宇宙的中心。所有的东西绕着祂而转。

所有的历史被创造来显现衪的荣耀。神哪，帮助我们了解这个真理。  

 

我在上一集节目中说过，我们敬拜是关乎我们的。从某一方面来看敬拜是关乎我们的。这是

很棒的一点。神创造历史来彰显衪的荣耀，但神也命定祂的教会来分享衪的荣耀。当你看到

第六和第七节经文，教会同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

快乐、将荣耀归给他」。你看到「我们欢喜快乐」等同于「将荣耀归给祂」。这个教会是在巴

比伦中间，处在所有的宴乐，财富，名声，和奢华中间；而教会却说神是我们灵魂的满足，

神是我们生命的喜乐，我们活着是要敬拜祂，在巴比伦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和神的荣耀，以及

我们在神的荣耀中找到的喜乐相比拟。这就是合乎圣经的敬拜最美之处。神渴望我们的敬拜

和我们在衪里面的满足是齐头并进的。这一切都是有道理的。如果神是无限的爱和所有爱的

总和，那么，什么是祂对我们表现爱最好的方式呢?祂能把什么给我们呢?就是衪自己，分享

祂自己，和衪自己的荣耀。有无限智慧的神没有给我们金子，银子，暂时的欢乐，或是短暂

的满足。衪给我们无限的爱，分享祂的属性，荣耀，和敬拜祂。神命定教会来分享衪的荣耀。

每一件事都以祂为中心，这就是为什么诗篇一百四十八篇说到：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从天上赞美耶和华，在高处赞美他！他的众使者都要赞美他！他的诸

军都要赞美他！日头月亮，你们要赞美他！放光的星宿，你们都要赞美他！天上的天和天上

的水，你们都要赞美他！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因他一吩咐便都造成。他将这些立定，

直到永永远远；他定了命，不能废去。所有在地上的，大鱼和一切深洋，火与冰雹，雪和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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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成就他命的狂风，大山和小山，结果的树木和一切香柏树，野兽和一切牲畜，昆虫和飞

鸟，世上的君王和万民，首领和世上一切审判官，少年人和处女，老年人和孩童，都当赞美

耶和华！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因为独有他的名被尊崇；他的荣耀在天地之上。他将他

百姓的角高举，因此他一切圣民以色列人，就是与他相近的百姓，都赞美他！你们要赞美耶

和华！」  

 

这就是为什么神的伟大必须是敬拜的中心。因为衪渴望我们的敬拜。如果有别的东西成为敬

拜的中心，那我们就误解了我们被创造的永恒目的。衪渴望我们的敬拜。当我们敬拜祂的时

候，我们会找到生命中最终的快乐。衪渴望我们的敬拜。  

 

第二，因为衪配得我们的敬拜。神的伟大必须是敬拜的中心，因为衪配得我们的敬拜。在这

里我们会看到约翰如何地扩大神渴望我们敬拜的图画。在启示录十九章，我要你看战争是如

何造成的，和大雷的声音是如何造成的。如果我们要像群众在天上敬拜神一样的敬拜，那我

们须要看到他们所看到的神。我希望我们能看到启示录十九章所一再显示的神的伟大。我们

会来数算一些在启示录十九所强调和高举的神的属性。  

 

首先，衪是救世主。祂从一开始就是救世主，哈利路亚，救恩属乎我们的神。现在这不仅是

个人的救恩。透过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我们每一个人从罪恶中被拯救出来。这是一幅从

创世记第三章，当罪来到这个世界，人类从此与神隔离的历史的图画。而这整个图像描述从

创世记第三章一直到启示录十九章，神救赎人类，经由衪的恩典和怜悯把人带回到衪自己身

边。所以当你来到启示录十九章，这是一幅说到神救赎衪的百姓最顶峰的图画。祂的救恩已

经预备好给他们。祂是救世主。  

 

第二，衪是荣耀的。救恩和荣耀属乎我们的神。现在你注意到在这段经文中有四处提到同一

个字「哈利路亚」。有趣的是，在旧约中这是一个很常见的字。而在新约中却不常见。这里是

整本新约中惟一出现之书卷。在这四处强调赞美和荣耀归给神。诗篇 115 篇，那是一组「哈

利路亚诗」之一。在其中「哈利路亚」反覆地出现。这些诗篇是专为出埃及记，神带领衪的

百姓离开为奴之地的埃及而写的。约翰在启示录十九章中发挥对旧约的想像力，神解救衪的

百姓，他们因而归荣耀给衪，述说衪是配得我们所有的赞美和荣耀。所以经文中一再出现哈

利路亚，赞美主。衪是救世主，衪是荣耀的。  

 

第三，衪是无所不能的。救恩，荣耀，和能力都属于神。就像启示录十七，十八章描述这个

世界所有的巴比伦，邪恶，和痛苦，十九章描述神因其大能而被高举。谁有能力征服巴比伦

的邪恶和痛苦?在世上谁能征服邪恶和痛苦?祂能。衪有这个能力来做这些。衪是无所不能的。  

 

下一个，祂是真实和公义的。第二节说到衪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这一点是很有趣的。衪的

判断是真实公义的，而且说祂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衪并且向淫妇讨流仆人血

的罪。这是神之所以在十九章被赞美。神因着为衪被杀的百姓复仇而被赞美。十七章第六节，

说到那女人「巴比伦」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作见证之人的血。巴比伦曾经取了许多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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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民的性命。所以在十九章神因着真实公义的判断，和带来的复仇而被赞美。神因着复仇而

被赞美，这对我们来说有些不寻常。我以前曾经引用诗篇 149 篇讲道，一开始是很有威严

的。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向耶和华唱新歌、在圣民的会中赞美他，神赐给我们救恩。」这

是那种诗篇的经文我们每一节都会说「阿们」的。然后到了一半以后说到为要报复列邦、刑

罚万民，突然会众说「阿们」的声音减了许多。然后继续说到要用链子捆他们的君王、用铁

镣锁他们的大臣．要在他们身上施行所记录的审判．他的圣民都有这荣耀。你们要赞美耶和

华。每一个人都表示「这是怎么一回事?」然后我们跳到诗篇一百五十篇，赞美耶和华，赞美

神，会众说「阿们」的声音又回复了。在诗篇一百四十九篇我们看到神强调的一个特性。我

是不是应该对「报复列邦」说「阿们」呢?我要你看到在启示录十九章所强调的，不是人们因

着他们的罪至终将受苦。这里所强调的是我们的神不会对邪恶和不公义听而不闻。衪不会假

装事情没发生。衪不会假装事情不是真的。衪不会假装没有人受到伤害。祂是一个真实和公

义的审判官。这对我们如何看待敬拜是很重要的。我们如果真正知道我们周遭--邻舍，社区，

国家--未信主的朋友现在处在神的审判之下，我们教会传福音的工作会如何去做呢?我们会被

激励吗?神啊，帮助我们。我们会被激励把神渴望我们知道的恩典和怜悯，也去告诉他们--祂

托付给我们的福音--吗?神的真实和公义是我们敬拜的中心。  

 

下一个，衪是永远的。第三节说到：「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衪的公

义是永远的。衪的真实是永远的。衪的能力是永远的。」我们在衪里面所看到的属性都会存

到永永远远的。这是一个严肃的信息。我劝告每一个人好好考虑。我希望你知道仇敌最高兴

的事，莫过于让你相信你的罪不会存到永远，你大可带着罪吃喝玩乐而没有后果。这不是真

实的。神对罪的审判是不能翻转的。那是决定性的。是的，祂的恩典是永远的。感谢神，祂

的恩典是永远的，但祂的审判也是永远的。看到祂的永恒性实在让我们很受激励。看到那些

校园屠杀事件，我们真高兴神是永恒的。我们真高兴有一天将会没有无理的暴力行为，不公

义，邪恶和痛苦。不再有这些是因为祂的公义和真实是永远的。我们赞美衪因为衪是永永远

远的。  

 

衪是全能的。来到第六节：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很喜欢启示录

的这段经文。你必须知道一点背景。罗马帝国的豆米仙皇帝实际上已宣告，他应该像主和神

一样地被尊敬。所以你如果要称呼罗马豆米仙皇帝，你要称呼他「主」和「神」。然后被放逐

在拔摩岛的约翰，正在写信给被罗马帝国统冶的欧洲教会，而且他决定要告诉豆米仙皇帝谁

是神。在整本新约中只有在启示录把「主神」强调为「全能的主神」，而且有九次之多。约翰

要用这个来把豆米仙和耶和华神分别出来。你可以把我放逐在这个岛上，但祂仍然是全能的。

这不是很棒吗?约翰这样做是需要相当的勇气。全能者，衪是全能的。衪在所有众神和所有被

敬拜的偶像之上。衪是全能的。  

 

再来，神掌权。全能神作王统治万邦。祂掌控万事万物。祂坐在宝座上。祂在天上掌王权。

这是一幅很伟大的图画。神的王权展现在整本启示录中。你如果是活在第一世纪面对罗马帝

国各样的迫害，你将如何坚守你的信仰呢?你能坚守你的信仰，是因为你知道神统治巴比伦，

神统治罗马帝国。神统治每一个权势。撒旦也被神捆绑。这就是启示录的信息：神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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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衪是圣洁的。我们等下就来看他的新娘，因为基督给她的公义，而呈现光明和洁白。

这显出神子民的圣洁。我要请你看这个清单：衪是救主，荣耀的，无所不能的，真实的，公

义的，永恒的，全能的，掌权的，和圣洁的。如果我们有如此的神，我们怎么会不把神的伟

大放在我们敬拜的中心呢?当我们聚在一起时，为什么还要专注在别的东西上呢?我很担忧今

天教会为了想吸引人进入教会，会面临一个淡化敬拜的诱惑，这也减少了神的真理和公义，

神的掌权，全能和圣洁。教会曾经这样做想要吸引更多的人。我告诉你一件事。人们不会渴

望音乐的伟大。他们渴望的是神的伟大。人们不会渴望娱乐性的讲道和花俏的演出。他们渴

望的是荣耀，无所不能，真实，公义，永恒，全能，掌权，和圣洁的救主。他们渴望来见到

衪。如果不是在群体敬拜中见到衪，在那里可以见到衪呢?在电视上吗?还在电影中呢？还是

光碟中呢?还是在网路上呢?求神帮助我们不要用任何的方法来稀释神的伟大。当我们看到神

的伟大，我们会像群众在天上一样的敬拜，为了神的永恒而敬拜祂。  

 

在敬拜中先看见衪的伟大，接着我们看到神子民的喜乐。从第五和第六节，当教会被呼召开

始敬拜神的时候，我们来看人们的回应。第五节说到当教会被呼召时，凡敬畏他的、无论大

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神子民的第一个回应是：「敬畏祂」。我们尊崇祂，我们敬畏衪的名。

在群体敬拜中，我们尊崇祂。我们的敬拜会表现出来。我们的群体敬拜会表现出我们对神的

信靠。我们的群体敬拜会表现出我们是否厌倦神。我们的群体敬拜会表现出我们是否对神很

随便。我们的群体敬拜会表现出我们是否尊崇和敬畏神。我们尊崇祂的名。  

 

然后说到：「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第七节说到我们要欢喜快乐、

将荣耀归给他。神子民的第二个回应是，我们在衪里面欢喜快乐。为什么我们在衪里面欢喜

快乐?你看这整章，因为罪被审判，因为神在掌权，因为羔羊的婚礼已来到。我们有许多的理

由要欢喜快乐。有趣的是这个词「欢喜快乐」。在圣经中，只有的另外一处用到「欢喜快乐」，

是在登山宝训，马太福音五章十二节，对受逼迫的人说的。受逼迫的时候要欢喜快乐，因为

你们以前的先知也受过逼迫。为什么受逼迫的时候要欢喜快乐?因为神是荣耀的；因为神是我

们刚才所看到的一切。所以我们在衪里面欢喜快乐。  

 

第三个回应是，（这是最棒的部份）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尊崇祂，我们在衪里面欢喜快乐，

而且我们已经准备好了。羔羊的婚礼已来到，祂的新娘也已经准备好了。这里有一幅新娘和

婚宴的图画。在第一世纪婚礼主要分成两部份，订婚和结婚。订婚是男女互订终身，而且被

视为丈夫和妻子，只是还没有正式的婚礼。婚礼基本上是新郎和招待们一同到新娘家中，把

新娘带回新郎家中举行结婚典礼。现在我们拿着这幅图画来到新约，特别是就启示录十九章

来看。神说当我们认罪，信实的衪要赦免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当我们承认耶稣是主，

从内心相信神将衪从死里复活，我们就得救了。因着耶稣基督恩典的保证，我们知道我们在

天上有永生。我们在等待新郎来迎娶新娘。将来有一天祂会为我们而来，带我们去衪的家，

和祂共度永生。这就是为什么神的伟大是我们敬拜的中心，因为我们在这里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等我们的新郎来迎接我们作祂的新娘。所以日复一日，我们要把我们的

眼目和我们的心思意念，定晴在祂身上直到祂回来。因为我们要让衪知道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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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祂来的时候，我们没有在打盹。我们在群体敬拜时不会厌烦，我们在群体敬拜时已作好准

备。  

 

这不是一幅很美的图画吗?我们看到神的子民在敬拜中的快乐。衪配得我们的敬拜。神的伟大

会得到敬拜的注意力，因为衪渴望我们的敬拜，因为衪配得我们的敬拜，也因为在敬拜中祂

吸引我们到衪面前。在我们来看这个道理之前，我要请大家想一想和启示录十九章相反的情

况。相对于以神为中心的敬拜，我们来想一想以人为中心的敬拜。要知道以人为中心的敬拜

有许多陷阱。第一个陷阱是，对象错误的危险。你有没注意到第十节发生了什么事?基督的门

徒，而且对他的一生充满感恩的约翰，也是启示录和其他许多新约书卷的作者，说到：「我就

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约翰俯伏在天使的脚前要拜他。但是他对我说：千万不可。」照希腊

文的字面意思是：「约翰，你到底在做什么?起来，你不要敬拜我。」你有没有看到?甚至在启

示录十九章敬拜的高潮，一个小小的诱惑，让敬拜突然变成偶像崇拜，而误解了谁是真正的

敬拜的对象。你认为约翰的诱惑也可能成为我们今天的诱惑吗?我们当然不会公开宣称我们在

拜偶像。约翰也没有那样做。但我们很可能专注在敬拜的形式上而忘记了敬拜的对象。甚至

太专注在带领敬拜的人，而忽略了我们所敬拜的是谁。我们省察我们现今教会，我们很可能

敬拜敬拜团，甚至敬拜敬拜本身，而不是敬拜神。所以我们要小心在教会对象错误的陷阱。  

 

这个就带入了第二个危险，就是误导的动机。对牧师和带领群体敬拜的人来说，一个很大的

诱惑就是，享受站在神子民前面的光荣，尊敬，和所谓的「荣耀」。当然大多数的牧师和带领

音乐敬拜的人，不会说我要荣耀我自己。他们会说我要荣耀神，但是很诱惑人的就是会说我

不介意在这个过程我也被荣耀。约翰福音三章三十节，记得施洗约翰说到：「祂必兴旺，我必

衰微。」我可以分享个人的经验。那真的是很诱惑人的想法：「祂必兴旺，但是我也不介意顺

便兴旺一些。」这就不是新约的敬拜。这就不是在敬拜中谦卑。求神保守我。求神保守那些

带领音乐敬拜的人没有误导人的动机，让所有的事都以神的伟大为中心。这样的话我们就必

衰微。我们要小心的不只是自私的动机，甚至好的动机，像是为了教会的动机。今天的教会

常有关于如何在敬拜中达到这个或那个目标，我们透过敬拜来做这件事或那件事。我们必须

知道在启示录十九章，敬拜就是最终的，敬拜就是敬拜。我们不是借着敬拜神来作成别的事。

我们就是要敬拜神。在第十节是一个感叹号。祂是我们敬拜的终点。我们不是为了一些隐藏

的动机来敬拜神，如果这样做，我们就把别的东西提升到神之上。我们敬拜神就只是敬拜神。

神才是我们敬拜的动机。  

 

最后一个危险就是对成功的误解。当我们敬拜的对象错误和有了误导的动机，我们就离开了

真实的敬拜，而开始问这些问题：你对今天的敬拜聚会感觉怎么样啊?人们的感觉如何呢?每

一件事都进行的很顺利吗?那一首歌我们演唱得像练习的一样吗?每一件事结果都像牧师所计

划的一样吗?今天来的人多吗?这些问题开始胜过那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归根结底最重要的不

是我认为敬拜聚会如何，或是你认为敬拜聚会如何。而是神认为敬拜聚会如何。有时在整个

图画中我们忽略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小心，不要用别的东西来衡量成功。这也许不会

使我们出名，或是使教会像别人所说的一样增长，但这个问题是我们必须问的最重要的问题：

「神认为我们的群体敬拜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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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谈的是以人为中心的敬拜会产生的危险和陷阱。让我们回到启示录十九章，来看以神

为中心的敬拜所带来的能力，和三一神如何介入敬拜当中。首先，父神寻找我们来敬拜。来

看第八节：「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了。」整个新约，甚至旧

约，是神采取主动，属天的主动，来呼召人，邀请人来亲近祂。衪在寻找我们。约翰福音第

四章，父神在寻找敬拜祂的人。这是耶稣说的。衪在寻找我们。父神渴望我们的敬拜。启示

录十九章说到祂呼召我们来亲近祂。在我们的敬拜中我们需要对慕道友很敏锐。基本上这是

说当我们聚集在一起敬拜时，我们对人必须很敏锐，特别是教会以外的人，才能带更多的人

进来。我们必须准备一些对慕道友，和那些对神有兴趣的人有吸引力东西。我现在必须向你

们承认，我没有那么棒。我不相信我有那么棒。我不是那么好的讲员可以吸引人来听我讲道。

我不相信我能想出很好的方法来吸引人来听我讲道。但是我相信，当全能神在这里透过祂的

话语被高举，当神是我们的群体敬拜的中心，而每一件事都是围绕着祂，而且如果我们能彰

显衪的大能，祂会帮我们做吸引人的工作。祂会吸引人来亲近祂。我们是什么人，认为我们

比祂还会吸引人。衪曾经在无数的年代吸引人来归向祂。耶稣来寻找和拯救失丧的人。所以

群体敬拜最终是以祂为中心。耶稣蒙神的喜悦来寻找失丧的人。我想和你们一同来看哥林多

前书十四章。这一段讲到群体敬拜。请你看第二十四节。这里说到不认识基督的人来到群体

敬拜中。  

 

「若都作先知讲道，偶然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人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

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将脸伏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  

 

这不是一幅很美的图画吗?在新约时代，人们来到教会敬拜，看到神的伟大透过祂的话语被高

举，结果是他们看到他们需要神，就俯伏在地，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这不就是敬拜的目

的吗?我们聚会敬拜并不是要任何人，不论信徒或慕道友，离开时说「今天的敬拜聚会真好!」

我们的目的是这个房间的每一个人离开时说「神真是伟大!」衪呼召我们来归向祂。我们已经

回应衪而且每一件事都是以祂为中心。神寻找我们来敬拜祂。  

 

然后，启示录十九章第八节，基督使我们能敬拜衪。基督的新娘穿上基督为她准备好的光明

洁白的细麻衣。这里的重点不是新娘已经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里的重点是这些衣服是

基督为她准备的。光明洁白所预表的圣洁也是基督准备好给她的，所以她可以来敬拜。这是

基督的公义的袍子。我们相信基督赦免了我们的罪，借着神的恩典给我们披上公义的袍子。

祂让我们穿上祂的公义和圣洁。在群体敬拜中，我们不是凭着自己的长处来到神面前。我们

来到神面前乃是凭着耶稣基督买赎我们。耶稣使我们能敬拜衪。离开了祂的公义我们怎么能

敬拜祂?是基督使我们能敬拜神。  

 

再来，圣灵在敬拜中引导我们。到结尾的第十节：「豫言中的灵意、乃是为耶稣作见证。」这

显然是一幅圣灵的图画。在第一世纪，这些基督徒读到这节经文。圣灵带领我们看到基督的

荣耀，引导我们来到基督的荣耀。现在如果父神寻找我们来敬拜，耶稣使我们能敬拜，圣灵

在敬拜中引导我们，然后如果我们轻视神的伟大，那我们还剩下什么?那我们只剩下在敬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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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味，娱乐，甚至吸引大量人来，但最终我们的敬拜是空洞的，因为只有祂是主导敬拜的

那一位，祂寻找我们，祂装备我们，和祂借着圣灵引导我们。  

 

你看到为什么神的伟大必须在敬拜中得到我们的注意力。我们必须要谦卑自己往那个方向

去。我要再引用一段陶恕讲的话：「敬拜神是很喜乐的，但也是一件谦卑的事。在神面前不谦

卑的人绝不会是一个敬拜的人。他可以是教会的会友，遵守规则和纪律，十一奉献，和参加

特会。但除非他深深地谦卑下来，否则他永远不会成为一个敬拜的人。」  

 

我要问你一个根本的问题：「我们真的喜爱神的荣耀吗?」「我们真的敬畏衪的神圣吗?」「我们

真的被祂的伟大所降服吗?」「我们真的被祂的美丽所吸引，以致于当我们走出去时，在我们

的心中存留的不是讲道和音乐的好坏。」当我们结束敬拜的时候，在我们的心中存留的应该

是我们的神有多么伟大，我们有多么地爱祂，多么享受祂的同在。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与在他

里面找到的满足相比。这就是谦卑我们自己，看到衪的伟大；在群体敬拜中降服于祂的伟大。

这是我们须要竭力去达成的。我相信神的伟大是绝对足够在敬拜中得到我们的专注；而且能

激励我们的情感，进而在敬拜中谦卑地爱慕神。  

 

亲爱的主，我实在被今天的经文和它交托在我生命上的责任而深深地感动。作为祢的儿女，

今天早上我祈求让我们都定睛在祢的伟大。让我们被祢的荣耀所吸引而且被祢的威严所降

服。从祢的话语我们知道祢的威严和伟大足以使我们降服。祢把我们从对象错误的危险，误

导的动机，和对成功的误解中释放出来，得以在我们的敬拜中见到祢，和祢荣耀的名。神求

祢使我们每一个人谦卑，使我们能和天上的群众一同为主唱哈利路亚，全能神掌权。祂是至

高的，祂是永恒的，祂是有能力的，全能的。祂是我们的救主。祂配得我们所有的赞美。奉

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今天的节目到此告一段落，谢谢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