窩福堂查經團契

第四十一課：真正的敬拜
(啟示錄十九：1-10)

查經前討論
志文是一個初信的弟兄，在朋友邀請下他參加了一間大型教會。那教會的詩班數十人，一切程序
都有規定的儀式，也很禮儀化。志文覺得崇拜有點悶，不大習慣那些禮儀，而且又不識人，總覺
得不是其中一份子的感受。於是他便轉往另一間「家庭教會」
，那教會人少，氣氛很溫暖，沒有什
麼特別禮儀，有很多分享，唱詩及研經，但他又總覺得這不似一間教會，沒有半點兒氣氛。於是
他又轉往另一間教會，這是一間比較靈恩的教會，敬拜隊帶領會眾唱詩，非常投入，一唱便是四
十五分鐘，講道很短，只有十五分鐘，然後是醫治時間，他覺得不大習慣，覺得這教會不大注重
講解聖經，他又離開了，他感到有點迷惑，不知「真正的敬拜」是什麼意思？如果你是他的好友，
你會如何向他解釋呢？

1.

首先，我們看看這真正的敬拜，有那些人參與這敬拜？
v.1 在天上的群眾
v.4 24 長老
v.4 四活物
v.5 神眾僕人
v.5 凡敬畏神的，無論大小
（a）

v.1 所提到的「群眾」究竟他們是什麼人？（參看七：9）是指天使？是指信徒？
指在天上的信徒，那死了升上天的信徒

（b） v.4 所提到的長老與活物又是指什麼呢？他們是天使？是信徒？(參看四：
8-10；5、8、11、14；七：11，13-17；十一：16；十四：13)
天使
（c）

v.5 所提到的眾僕人等又是指誰呢？他們與上述的二組人又有沒有分別呢？
眾僕人是指在地上的眾信徒
（註：我們看到有三組不同的人來敬拜神，第一是天上的群眾，是指那些死了
升到天上的信徒，第二是指那些天使，第三是指地上的信徒，他們一同唱詩讚
美神。）

2.

他們敬拜的對象是誰？
神
（a）

v.1

神

（b） v.4

神

（c）

v.5

神

（d） v.6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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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結論是什麼？
我們的神
3.

我們看看 v.10 約翰俯伏在誰的面前敬拜？約翰這樣作有沒有問題？
天使
（a）

從天使的回答中，約翰的問題在那裏？
拜錯了

（b） 天使是誰？他們的地位又是什麼？
參看註
（c）

據那天使所言，為什麼我們不可敬拜天使？
天使與我們一樣，同是神的僕人

（d） 究竟 v.10「預言中的靈意乃是為耶穌作見證」是什麼意思？這與敬拜天使有何
關係？
參看註
(註：(1)天使在猶太教中佔了一席重要的位置，Raphael 告訴 Tobit，祂就是那
位拿信徒禱告呈獻給神的天使（Tokit 十三：12-15），在 Testament of Dan
六：2，天使是專為人在神面前代求的，在 Testament of Levi(五：5)，Michael
是以色列的守護天使，專為以色列禱告，他們又以為天使只是信差，我們不應
向天使禱告，而只可以向神禱告，但天使是人與神之間的中保，但基督教卻說
明只有耶穌才是唯一的中保，而不是天使。
(2)至於 v.10 那一句「預言中的靈意乃是為耶穌作見證」這一句的涵意是比較
難明，大概來說，「為耶穌作見證」有二個不同的解釋：
(i)作為一個真正的先知，他的生命就是見證耶穌，若他有如此的生命，就證明
他真是具有先知的精髓（The Spirit of prophesy）
(ii)「為耶穌作見證」是指耶穌賜與人的見證，這見證才是真正先知之精髓（The
Spirit of prophesy）
，換言之，他先從耶穌那兒聽到這見證，然後才向我們宣
稱這見證，First he listened to God or Jesus, then he spoke to men。
然而上述兩個解釋都是把 Spirit 一字看作精髓（essence）
，而不是看為聖靈，
但在啟示錄這書中，聖靈與預言常連在一起（十四：13；廿二：17）
，所以我
們應當把 Spirit 解作聖靈，而非 essence，所以（The Spirit of prophesy）應
該作 The Spirit-inspired prophesy，意思是當我們為耶穌作見證時，聖靈就
在那些聽者心中動工，正如聖靈在先知同動一樣。
4.

他們敬拜的動作是什麼？
v.1 大聲說
v.3 說
v.4 俯伏敬拜
v.4 說
v.5 有聲音說
v.5 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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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6 說
v.9 寫下
v.10 俯伏
v.10 為耶穌作見證
（a）

從上述的經文來看，「敬拜」是包括了那些元素？
(i) 用口作什麼？說及唱
(ii) 俯伏是什麼意思？ 謙卑恭敬
(iii)

天使吩咐約翰作什麼？寫下及為耶穌作見證

（b） 上述的敬拜之事，其實是信徒目睹神及祂的作為的一種回應，如此看來，真正
的敬拜是什麼意思？
(i) 目睹些什麼？ 神自己及祂的作為
(ii) 如何回應？ 俯伏、敬拜、說、唱及見證
5.

我們再詳細看看他們的回應，首先看看他們的讚美，從 v.1-3，他們讚美神些什麼？

（a） 「哈利路亞」是什麼意思？
參看註
（註：Hallelujah＝Praise God 讚美主，希伯來文 halle＝to praise，Jah＝神
的名字，所以 Hallelujah＝讚美神，舊約詩篇 106、111、112、113、117、
135、146、147、148、149、150 都出現此字，但在新約，只有在此出現過）
（b） 據 v.1 他們為何要讚美神？
為祂的救恩，榮耀與權能
（c） 從 v.1 的描述中，敬拜的人目睹神什麼而以讚美來回應呢？
參看註
（註：救恩、榮耀、權能都屬乎神，救恩是指祂在拯救的行動上勝利了，這顯
出了祂的榮耀和權能，這可參看七：10 及 12）
（d） 又據 v.2-3，他們又目睹神什麼作為而發生讚美的聲音呢？
神的審判
(i) 神的審判包括什麼？
判斷大淫婦
(ii) 聖經又怎樣形容神的審判？
給信徒伸冤
6.

我們再看 v.6-8，敬拜者又目睹神什麼而發生讚美的聲音和行動呢？
神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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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首先我們看看 v.6，我們讚美神是因何原故？
神作王
(i)

原文 ebasileusen 是有「開始作王」或「開始統治的意思」，難道神先前
不也是作王嗎？
也是王，但這是指神的國度，祂的救贖成全了！

(ii)

我們再參看啟示錄十一：15，我們找到這裏所謂「開始作王」的意思嗎？
指神的國度最後完成了

（b） 我們再看 v.7，我們歡喜快樂敬拜神又基於另一個原因，這是什麼呢？
羔羊的婚筵
(i)

羔羊婚筵是指什麼？羔羊是誰？新婦又是誰？（參看馬可福音二：19，以
弗所書五：25-17）
羔羊＝耶穌，新婦＝教會

(ii)

作為新婦的教會，她要如何預備自己呢？
參看註
(註：潔白的細麻衣與那淫婦所穿的紫色、朱紅色的細麻成了一個強烈的
對比，白色代表義行及純潔。)

7.

目睹神的救恩，榮耀、大能、公義，我們除了讚美之外，v.9 天使更吩咐約翰如何回
應？
寫下
（a）

天使吩咐約翰寫些什麼？（參看一：11，廿一：5，十四：13）
“凡被邀請參加羔羊婚筵的有福了”

（b） 誰是那些被邀請赴羔羊婚筵的人？
參看註
(註：信徒既是新婦，也是被邀請參加羔羊婚筵的人，Grant Osborne 有這樣
的評述 The saints are both the bride and the invited guests. Such mixing
of metaphors was common in the ancient world to add richness to the
imagery )
（c）

天使要約翰寫下這些來的目的何在？
為耶穌作見證

8.

從這段聖經來看，我們認識「真正的敬拜」是什麼？你以為窩福堂的敬拜又有什麼可
以改善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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