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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我们的膝盖事奉 -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为敬拜而受造 

 

早上好！我叫Cory，我是北兰里社区教会的敬拜牧师。今天早上我很荣幸站在这里传讲信

息。我不经常讲道，所以我某种程度上盼望今天这个机会！ 

 

●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一种时刻；也许是在美丽的小路上散步，也许是听一段

音乐，或看一个很棒的电影··· 

● 对于我来讲，这常常发生在我走路的时候··· 

● 然而，我开始意识到这也许是一种不同方式的预言 - 也许这实际上是一个

我经历了在永恒里被神摸了一下那样的时刻。在那个时刻，正如诺里奇的Julian

声称的那样“一切都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一切事物都会好的 。” 

 

Celtic Christians会说每当我们经历这种时刻，我们是在经历一个“狭窄地带”。狭窄地

带是那些仿佛天与地之间、神与我们之间的幔子那样的时间或空间，在那里，幔子很薄，

而我们有一个时刻会感受到天的滋味 - 能感受到有神同在的完整的，未经过滤的滋味。我

相信在这些时刻，我们不知何故在经历一些神的圣洁。 

如果你这周是新来的， 

我想要让你知道，我们这段时间正在主祷文的基础上交通一个关乎祷告的系列信息 

– 在《马太福音》六章耶稣教导祂门徒的祷告。 

我们现在是这个系列信息的第三周： 

 

1) 第一周，我们交通了“找个安静的地方，保持简单，保持诚实，保持继续”，

然后我们展开了这个主题，就是祷告应该简单和诚实 - 祷告是建立在与神的

关系之上的。 

2) 上周，马太开始交通主祷文，在接下来几周，我们会一句话一句话地交通下去，

他以主祷文里的第一句开始，“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看了当我们祷

告的时候，我们是在向着谁祷告···。 

3) 这周我会专注于下面一句，那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今天我们将从

祷告的视角来看敬拜，当然，它就是一种祷告的形式。 

 

让我们一起用主祷文祷告来开始今天的信息：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想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阿门。 

 

祷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Hallow）”是什么意思呢？活在这样一种态度中都包含什么

呢？ 

 

“圣”这个词其实是从希腊文形容词“Haggios” 来的，它的意思是分别出来，有别于。

一个被称为Haggios的事物是独特的，被从其他事物中分别出来的。所以，这句话的意思

就是：“哦，神啊，让你的名字被从其他名字中区别对待”；让神的名被给予一个绝对独

特并且是被分别出来的地位。 

它里面有一个圣洁（Holiness）的元素。实际上，它常常就是这样被翻译的 - 这个词不

仅仅描述神是分别出来的这个事实，而且它也描述我们承认对方具有这样的属性。这就好

像在说“神，你迥别于我们。你高高在上，远远超越我们。你的名为圣，你就是圣洁本身。

你超越万有。”所以，今天早晨，我们要来稍微探索一下祷告和经历圣洁，神的圣洁是什

么意思。 

 

为敬拜而受造 

 

但是，回到那个狭窄地带。所以···当我们经历这些事情看起来就像它们本来该有的样

子之时，即使就在那个时刻，我们可能正在经历《传道书》作者所写神将永恒放在人心里

的那些话被确认。 

这是圣经里我最喜欢的一节经文： 

 

《传道书》三章11节： 

11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原文是永远）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

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 
 

永生在世人心里 - 这意思就是说神已经用某种方式为祂自己设置了我们。我们里面有些

东西总是要去找神，因此我们知道我们受造是为了更多使命。 

 

Blaise Pascal在《思念》中谈到了一点关于这个方面，他说： 

“除了宣称在人里面曾经有过一种真正的幸福，而现在剩下的只有空虚和蛛丝马迹，这种

渴望和无助还能做什么？人徒劳地试图填补周围的一切···当然没有什么可以帮助，因

为这个无限的深渊只能充满一个无限而且不变的物体；换句话讲，也就是神祂自己。” 

 
在《创世记》一开始我们就被告知，神按照祂自己的形象造了我们 - 一定程度上，我们



有一点神在自己里面。我们很像我们的创造者···而这些时刻 - 我真的相信，它们感

动我们去亲近神，并且它们感动我们有一个带着祷告的敬拜的心。对我来讲，它们常常是

非常带着敬拜的体验，在那中间我发现我的感觉就是真的为着神所造的生命和这个世界的

美好而感恩。我其实常常被带进仅仅是对神的感恩之中。在那一刻，用我自己小小的方式

奉献出来的 – 就是我对神的敬拜。 

也许你已经有过那种感恩的体会 - 即使当你还不能准确表达出要感谢的是什么的时候？ 

边注：英国神学家和作家GK Chesterton这样描述： 

 

“对于一个无神论者来说最糟糕的那一刻就是当他真的心存感恩，却没有谁可以被他来感

谢的时候。” 

 

我今天想要说，你和我乃是为着敬拜而受造的。 

 

现在，需要指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敬拜”这个词不一定是基督徒的专用词汇！不，我们

所有人都是敬拜者 - 并不是我们这个房间里在座的诸位 - 我们所有人类···我们都渴

慕···‘更多’。我们都将最终的“价值”归因于某种人事物。 

 

我喜欢James K.A. Smith在他的著作《你是你所爱》中所写的。 

 

他这样说“作为人类，就是一种礼仪动物，其爱乃是被我们的敬拜所塑造的生物。”他继

续引用作家David Foster Wallace（顺便说一句，他不是基督徒）的话说： 

 

···压根儿就不存在什么无神论。压根儿就不存在毫无敬拜这么回事。每个人都敬拜。

我们唯一可以选择的是敬拜谁。（他继续描述错误敬拜的危险）如果你敬拜金钱和物质 - 

如果它们是你在生活中寄予真正意义的事物 - 那么你将永不满足。···而当你敬拜你自

己的身体、美丽和性诱惑力，你就总会觉得自己丑陋，当时间和年岁开始显露，在死亡最

终抓住你之前，你会死一百万次。 

敬拜的力量 - 你会觉得软弱和惧怕，而且你会需要比其他人更多的力量来避免畏惧。敬拜

你的智慧，被看做聪明的 -  你最终会觉得自己愚蠢，自己在欺诈，始终处在被发现真相

的边缘。这些敬拜形式的阴险指出不在于他们是邪恶的或有罪的；这些敬拜形式的阴险在

于他们是下意识的。他们是人类的默认设置。他们是某种你一天一天慢慢滑进去的敬拜，

在并不完全清楚你自己在做什么的时候，对于你看什么以及你如何衡量事物的价值越来越

有选择性。” 

 
再说一次，我喜欢他说的这是人类的默认设置这个说法。真是这样，对吧？ 

 

有趣的是 -  Wallace没有称他自己为基督徒，而他承认我们所有人里面都有这样的默认

设置···那就是神 – 有形状的空洞。永生就在我们心里。 

 

当我想到神将永生放在我们心里，我可以理解创造力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总是拼命地寻找



生命的目的和意义。令人遗憾的是，我也确实相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也是我们上瘾、

焦虑和沮丧的众多原因。我们试图用许多本不是用来填补我们空虚的东西来填补我们的空虚。

正如Pascal所说 – 神自己就是那个可以填补我们心中空洞的全部内容。Chesteron曾经说

过“每一个敲过妓院门的男人都是在寻找神。” 

 

所以，我们如何用一种健康的方式来填补那个空虚呢？我们如何确定我们用来填补空虚的

不是不健康的事物呢？我们如何避免成为那些会带我们偏离的假神的敬拜者？无论这些带

引号的“神”看起来是什么 - 金钱、酒精、物质、我们如何被人看待，等等？ 

 

答案就是我们必须要学习来爱神。 

 

学习来爱神 

 

我们必须要学习祷告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意味着什么，还有就是要活出这个祷告究

竟意味着什么。 

 

在《马可福音》十二章，一个文士问耶稣诫命中哪个是第一要紧的。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

的诫命就是你必须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 – 你的神。但是那会是什么样啊？我们

如何事实上做到“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我相信其中很大一部分与享受神有关。喜

悦祂的所是和祂所创造的我们的所是。正如圣Irenaeus所惊呼的：神的荣耀就是人完全地

活过来了。 

 

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就是要活出一个完全的人的样子。就是活出Cory完全的样子，

也就是神要Cory活出的样子 - 蓬勃、兴旺、成为他周围的人和世界的祝福。 

 

当他爱人，关心神所造的一切的时候，就将他天父的美丽和形象表达了出来。喜悦神的所

是和祂所创造的他的所是。实际上就是过一种向着神祷告的生活。依然因为，我们是因敬

拜而受造的。 

 

再次觉得，在这方面有很多需要学习的。但是要如何学习呢？ 

好吧，回到主祷文看一下：这个祷告的顺序很重要。 

 

这个祷告不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不是，相

反，它开始于承认神的圣洁，祂的迥别于世人。再说一次，它就好像在说“神，只

有你自己才是圣的。你是迥别于我们和任何其他事物的那一位 - 你是可以真的满足

我们所求的唯一的一位！” 

只有我们把神摆在祂配得的地位时，其他的事物才会各安其位。 

 

对于我们的生命来讲，这是最根本的。当我们将我们的生命建立在这块磐石之上的时候，

其他的每一件事都会各就各位。在整个旧约圣经，我们看到这样的规律。每当以色列的赞



美对象发生错误的时候，毫无例外他们政体就犯错了。当开始赞美错误事物的时候，对你

来讲，什么是具备最高价值的东西？其他事物都跟着你的价值观走，而且你的生活会按照

你的价值观去安排。基督徒的论点就是，如果你的最高价值是神以外的事物，在生活中，

你会挣扎和摇摆。神为祂自己造了我们。祂造我们是要来敬拜的。 

 

好吧，Cory，那很好 – 但是我们如何实际上来做呢？我们如何过一种带着这种敬拜和祷

告态度的生活呢？答案就是：我们要练习。形成好的习惯。说“我想成为一个好的冰球运

动员”是一件事，但是老实讲，我并不真的想在这上面付出很多努力···知道我什么意

思了吗？再举个例子 – 我总是看到这种事“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好的钢琴演奏家，看看

油管上的这个视频，并且你也可以在两周之内变成专业的钢琴演奏家！”我们都知道那不

是真的。不，答案的方方面面当然与纪律、好习惯和练习有关系。将自己浸淫在那项运动

或音乐中很长时间，即使在我觉的不在状态上的时候依然练习，学习更多。我们需要在我

们的敬拜和祷告上操练。我们需要操练去爱神。 

 

“对我们的提醒就是：如果人心像一个指南针，一个欲望的归位装置，那么我们就需要定

期校准我们的心，调整他们对准创造主，我们的磁场北方。对于我们而言，至关重要的是

要认识到什么是我们终极的爱、渴慕和欲望。” 

 

Smith辩论说，我们学习去爱，不大是因为获得了信息，而是因为操练一个定位我们爱慕

的习惯。 

“操练固化成为习惯” 

● 再说一次，成为一个好的冰球运动员或音乐家，读一堆关于冰球或音乐的好书，

可能有点帮助，但这肯定不是全部的答案。 

● 我们可能练习得很差···（不正确地练习钢琴 - 你就学会用不正确的方式弹

琴。） 

 

这件事上的底线就是，我们不仅仅“思想”我们如何正确敬拜的事。它需要操练。 

 

这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周又一周。来教会实际上很重要。有趣的是，这些是如何发生的。 

我以前常常对此视而不见···去教会！这是一件对的事！但是我现在的确相信你应该去

教会，因为它是一件对的事。为了你自己的益处！！操练固化成为习惯。 

 

我记得一位很成功的作曲家对我说，如果你想要写一首很棒的歌，你先需要写一大堆不怎

么样的歌。换句话说，我们练习，我们失败，我们更多练习并成长。 

 

我真的喜欢马太牧师几周前说的，当他说到关于敬拜神的时候，他把心里的感觉比喻为在

责任和喜悦之间“跳舞”。是的，的确是有这种想法，敬拜神、活出一种荣耀神的生活、

操练与神同行、操练爱神，是会感觉像个“责任”。那没关系。我想我们常常把“责任”

这个词当成是不好的东西。其实不是这样的。如果你是个医生，而你那天过的很糟糕，而



你感觉并不愿意去做那个心脏手术···猜猜看，会怎样？无论如何，你去做那个手术总

是好事情。如果你是个工程师，要对一座上百万人将要开车经过的桥梁做最后的安全检测，

而你那天刚好感觉不好 – 猜猜看，会怎样？无论如何，它还是一个好的事情。再举个不

那么极端的例子 - 如果你是一名老师，老师的角色就是帮助孩子们学习和成长，而你感

觉不到这样的责任···那样做依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如果我们相信在我们的生命中，那是一件好的事情，可以荣耀神，来让这个世界绽放，如

果我们相信让我们的生命绽放是一个好的事情，那么操练我们对神的爱，对神的敬拜，对

神的祷告就是一个好的事 - 即使在我们并没有感觉要这么做的时候。这件事美好的一面

就是：常常当我们在尽我们的‘责任’的时候，当我们在我们知道对的事情上守规矩的时

候···那个责任经常就转变为喜悦。某种意义上，我们常常‘将我们的责任尽着尽着就

变为了喜悦’。在各方面，这都是真的。 

 

• 我喜欢Pete Grieg在他的书《教导我们祷告》中所说在带领敬拜时‘心不在焉’那

段 

 

“···这是一个意志的行为。不是等到我有感觉了才去敬拜（实际上那可能需要一个很

长的等待），我开始为了我生命中各种证据显示祂的爱而感谢神 - 常常大声地说出来 – 

直到我的感觉跟上了事实。有些时候，这在一开始看起来有点假，但那没关系。偶尔，我

会继续感觉疲乏，悲哀或昏昏欲睡，那也没关系。如果我仅仅在我觉得充满激情的时候才

对我妻子说“我爱你”，那我说得就不够频繁！而实际上在一个普通的晚上，而不是一个

情绪化的时刻，荷尔蒙上升之时，我对她的爱会更真实 – 不那么假。 

 

他继续用《希伯来书》十三章15节提醒我们要‘将赞美为祭献给神’。 

《希伯来书》十三章15节 

15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 

 

有时候，当最不希望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心献给神的时候，而我们还是这

么做了 - 实际上，那可能就是对祂最有价值的奉献了。 

 

记住，就因为我们受造是为了来敬拜的，并不意味着我们总是感觉愿意去敬拜。 

 

让我们稍微交通一点有关神的圣洁。我认为你这里有些事情需要我们努力解决。我认为我

们常常失去对神是圣洁的这个事实的看见。当我们想到神，我们至少可以以两种极端的方

式犯错误。一方面，我们可以对神有一种真的不健康的恐惧。那种想法认为神要来抓我们，

所以我么需要在祷告或敬拜前洁净我们自己。我有个朋友总是开玩笑说“如果我走入你们

教堂的大门，闪电就要将我击中”- 这个玩笑说明他觉得自己罪孽深重，以至于不能来成

为教会的一员。而那样认识神，很清楚并不是正确的。 



 

再说一遍，我们被教导说耶稣是不可见之神的可见的形象 - 耶稣总是和‘罪人’，和破

碎的人在一起，我们不需要来到神面前之前自己先把自己弄洁净。神按着我们的本相爱我

们。所以，一方面，我们可以错得离谱，认为神不可触碰、很遥远，太圣洁了，以至于跟

我们毫不相关。 

然而，我们也可以在另一方面错得很离谱，把我们自己看得与耶稣没有什么不同。神只是

一个无关紧要的一位，像个善良的老爷爷，对不公和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总是面带微笑。 

我从没喜欢过那些印着“耶稣是我家男孩儿”的T恤。好像耶稣就像我们自己一样 - 

我们的哥们儿，我们的酒肉朋友 - 一个恰好适合我们，并且完全吸引我们的人。 

耶稣当然是我们信实的朋友，但是我们不要错误地认为祂和我们一样都上了贼船。 

不，耶稣乃是宇宙因祂而被形成的那一位。祂乃是世界的救主，祂将这个世界的罪与破碎

放在自己身上，甚至那样可怕地死亡 - 当祂死的时候却打败了掌死权的，三天之后就复

活了，完成了祂的胜利并且确保我们有永生，在这个永生里，死亡不再有最终的决定权，

并且我们要在永生里永远与祂在一起。 

记住···当我们祷告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 - 当我们想到‘你的名’的时

候，我们实际上应该想到的是耶稣。耶稣是神在肉身显现。祂是神在我们中间。非常神秘，

但是我们必须记得，如果我们想要认识神，我们需要看见耶稣。 

但是，我们活在这两个极端的紧张之中。我们要么（以一种不健康的方式）惧怕神的圣洁，

要么我们用傲慢的方式对待祂的名。 

我喜欢C.S. Lewis描述亚斯蓝的方式，在他的《纳尼亚传奇》中是像基督一样的角色。亚

斯蓝就是这个美丽、有力、危险、温柔善良的狮子。他很爱笑，并且享受与他的朋友们在

一起。然而，他迥别于众人，并且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书中有一段Beaver先生给Lucy描

绘亚斯蓝的记录： 

“他是个男人吗？”Lucy问。“亚斯蓝是个男人！”Beaver先生严厉地说。当然不是。我
告诉你，他是林中之王，并且是远古海皇的儿子。你不知道百兽之王是谁吗？亚斯蓝是一
个狮子 - “那个狮子，那个伟大的狮子。” 
“噢！”Susan说，“我以为他是个男人。那他 – 很安全吗？跟一个狮子见面，我会觉得

很紧张。” 

“你会的，亲爱的，没有错”Beaver夫人说；“如果有什么人来到亚斯蓝面前而没有

双膝跪地的话，他们要么比常人勇敢，要么就是傻。” 

“那么他不安全吗？”Lucy说。 
“安全？”Beaver先生说；“你没听见Beaver夫人告诉你吗？”谁说安全不安全啦？他当

然不安全。但是他是良善。他是王，我告诉你。” 

 

所以，当来到敬拜的时候，我们应该提醒自己，神是圣洁的 – 是分别出来的。并且，神

在耶稣里是可以就近的；祂称我们为祂的朋友，并且祂爱我们。 

当我们看见并经历这种圣洁的时候，一些美好的事情常常会发生。正在发生的大事会变小。

我们的视角变化了。神在祂的宝座上，并且一切都会好的，即使当事情并不那么好的时候， 

我们被提醒的就是我们在服侍以为强大而信实的神。 



 

我们也被提醒我们自己究竟是谁。 

 

当我们聚集在一起敬拜祷告的时候，我们再次被提醒我们自己是谁，以及神如何看我们。

即使当我们出现的时候，我们感觉受伤，因为我们自己的罪压迫，或因我们自己的行为而

窘迫。我们被一个事实提醒，那就是我们是被爱的。我们被爱到一个地步，我们都没法理

解。使徒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提醒我们： 

 

《罗马书》八章38-39节 

38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 

39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

主基督耶稣里的。 

 

而且即使当我们感觉好像我们不值得并且不被爱的时候，我们需要被这一点提醒。现在，

我们都需要记住，神如此爱我们，以至于对我们的状况不能听之任之！那就是神的作为的

美好之处···祂深深地关注我们生命深处的样子。祂是一位好父亲！当然，一位好父亲

深深在意他儿女的情况。为什么？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有辱家门的事会让他难为情吗？ 

是因为他在工作的地方要面对他的朋友们，他们会知道他的女儿把自己搞得一团糟吗？不，

我想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点 – 那不是一位好父亲的图画。 

神恨恶我们把自己宝贵有价值的生命浪费掉的想法。活在一种对祂所爱的我们和世界都有

伤害的方式中。所以祂在我们里面作工，说服我们，带领良善的人与时光进入我们的生活，

提醒我们我们是谁，而祂又是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起在这里。我需要你提醒我我的所

是和神的所是。你需要我对你做同样的事。 

 

记住，敬拜不仅仅是“我与神”之间垂直的事，它也是水平的事。再说一次，使徒保罗在

《以弗所书》五章提醒我们这一点： 

 

《以弗所书》五章18-20 

18乃要被圣灵充满。 

19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 

20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 

 

再一次，这些都是我们祷告生活的一部分！敬拜就是祷告！而我们是为敬拜而受造的。 

 

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换句话讲，彼此帮助，彼此提醒。这就是基督徒群

体之所以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 

 

我热爱来教会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如果我完全诚实···我真的需要来。我需要

被提醒神的所是，但是，也需要被提醒我自己的所是。我需要被提醒我是被爱的，我肩负



着我创造主的形象，而且祂喜悦我。我需要被提醒我的罪已经被赦免了，在这个地上，我

有个使命 - 祂在呼召我特别要去成为祂创造我要成为的那一位。 

 

● 消费者反对。“这与我们无关，只是与神有关。” 

● （演示一个不健康的消费主义） 

 

然而，我想要表明，在一定意义上讲，这是真实的 – 我们也需要够诚实。 

 

当我出现在教会里的时候，我的目的是去敬拜耶稣，更多认识神的心意， 再一次把我自己

的心奉献出来，与我的伙伴们一起成长！顺便说一句，谢谢大家。 

 

但是，如果我够诚实···那么我是很有需要的。而且，相反···神没什么需要。我对

于神的需要远远多过祂对于我的需要。当我在教会长大，如果我够诚实，我真的真的想要

经历神的同在。我想要被提醒我是被祂所爱的。我想要知道我的罪被赦免了。我想要被提

醒祂的美好和祂的信实。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在所有这些里面，有服务自我的一面。

欢迎成为一个人类。 

 

再说一次 – 显然这可以很神速地变得不健康。特别是当我们将属灵语言付诸其上的时候： 

 

“不，当那个人带领敬拜的时候，我就是无法与耶稣找到感觉。” 

 

● 鼓手的故事 – ‘太好了，因为那些家伙会毁了我的敬拜’。 

 

但是让我们诚实面对我们的确是有很多需要，并且我们是自我中心的孩子这个事实。我们

的天父是充满忍耐、良善和慷慨的。我确实相信这一点，如果祂是一位好父亲···如果

祂是一位比我可能成为的父亲更好的父亲，那么我确实认为祂知道这一点，而且祂知道我

是个自私的小孩儿，渴望听到我父亲的肯定。 

 

就像我自己的孩子小时候会给我带来一张画···我收到后没有说“谢谢你 – 我收到了

你奉献的礼物。” 

 

不！我就好像在说“哦，天啊，Ruby，你是个天才艺术家。我喜欢！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

美丽？我认为你太棒了。谢谢你把这个给我 – 我认为它很美丽。”再说一次，老实讲，

我知道这是Ruby带给我一个礼物整件事的一部分。她在盼望我喜欢这个礼物，而且她还盼

望从她所爱的父亲这里听到一些关于她自己的好听话。那是一件美事，而且是一个看待我

们敬拜的更好的方式。记住 – 我们受造乃是为了敬拜。 

 

这是作为一个祷告的群体的主要意义。 

 

顺便说一句 – 我们常常谈到荣耀神，给神荣耀。显然，这发生于当我们将敬拜时所唱诗



歌与我们的祷告以话语的形式献上的时候，但是我们需要被提醒，当我们以一种让祂得荣

誉的方式生活的时候，神更是被荣耀的。而且，当我们以一种让祂得荣誉的方式生活的时

候，我们自己也朝气蓬勃。再说一次，不是用任何傻乎乎的、浪漫的方式说 - ‘我们更

健康，我们更富有’- 不。但是，事情在我们心中被校准对齐的时候，对我们的魂是有好

处的。 

 

无论我们正在面对什么，神在我们的生命中都有祂适当的位置，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行，

并且会给我们走这样道路的一切供应。不打败一匹死马（那是多么可怕的视觉效果，对

吧？）但是，再一次说 -  

 

神对于我们的一个主要形象就是父 - 我们是祂的孩子，而祂是我们的父。我们也与父有这

种神秘的相似之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肩负着祂的形象，所以一定程度上，我们像我们

的父！你会做一些事情，而你要做的事情会使你像天上的父。当这样的事发生的时候，祂

就被荣耀了。不是一种阿兹台克神类型的荣耀。不，这是那种当父亲看到自己孩子蓬勃发

展时所得的荣耀。作为一位父亲，在一定意义上，当我的孩子们蓬勃发展时，我被‘荣耀’

了。是真的！这带给我喜乐！这带给我满足和快乐。当然，如果当我看见我的孩子们为错

误决定而挣扎，甚至做出了错误的决定时，那会让我心碎。（让你知道一下 – 我的孩子

们从未做过错误的决定）。显然，大部分情况下，我们爱我们的孩子们。（哈哈） 

 

所有这些都回到过一种带着祷告和敬拜的生活这一点上。一个优先次序正确排列的生活，

在那里，我们将神该占的位置给神，而其他事情也都有适当的位置。 

 

顺便说一句，关于敬拜与祷告的另一个美好的部分就是它常常是一个‘狭窄’地带。我门

得到了天堂现在是什么样···将来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小小图画···只会更好！ 

 

我喜欢19世纪英国神学家兼诗人John Henry Newman所说： 

我来教会，因为我是天堂的继承人。我盼望有一天继承我的产业：而我来使我自己预备好，

我还看不到天堂，因为我无法承受看到它。我被允许进入而没有看到它，我可能学会看到

它。用《诗篇》和圣诗，认罪和赞美，我学习了我该学习的。 

 

以神为喜乐 

 

好吧，这很多都与以主为喜乐有关。无论是我们自己，还是与弟兄姊妹在一起，都将赞美

归给祂。的确，有时候更多是责任，而不是喜悦，但那没关系。 

 

常常当我们被提醒关于神的所是，神的所做以及神的所爱的时候，往往只会浮出水面。

我们倾向于为那些令我们兴奋的事儿赞美。 

 

C.S. Lewis的这段话可以在这方面帮助我们： 



当时关于赞美最显而易见的事实 - 无论对于神或其他任何事物 - 奇怪地从我这里逃跑了。

我从赞美、认可或给与荣誉的方面来考虑。我从未注意到，所有的享受都会自动地流露出

赞美···世人赞美 - 恋人赞美情妇，读者赞美他们喜欢的诗人，步行者赞美乡村，玩

家赞美他们喜欢的游戏 - 对天气、葡萄酒、菜肴、演员、汽车、马、大学、国家、历史

人物、小孩子、花卉、山脉、珍稀邮票、珍贵甲壳虫，甚至是对政治家或学者的赞美。我

还没发现为什么最谦卑的人，同时，思想最平衡，最敞开的人赞美最多，而弯曲、不称职

和不满的人赞美最少··· 

 

我也注意到，当人们赞美他们认为宝贵的事物的同时，他们自动地催促我们也加入他们的

赞美：“她不可爱吗？这不是很光荣吗？你不觉得那很棒吗？”诗人在告诉所有人要赞美

神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就是在做所有人在说出自己所关心的事物时所作的。 

 

我想我们喜悦去赞美我们享受的事物，是因为赞美不仅仅是个表达，它还使享受更完全；

这是它命定的完成方式。恋人之间彼此告知对方有多美并不令人称赞；喜悦直到表达出来

才得以完全。（回应《诗篇》） 

 

当我们注目主 - 我们注目得越久，我们看到的就越多，我们喜悦的就越多。就像在看一

个美好的艺术作品，我们注目越久，看到的内容就越多 - 一片新的阴影，一些新的线

条···你第一眼没有意识到的那些阴影，等等。 

 

而当什么人问 - 嗨，给我讲讲那幅画吧···我们不会仅仅说“它很好。”- 不，我们会

用我们的语言，我们自己的创造力，我们自己的艺术去描绘神像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艺术家这么重要，顺便说一句 - 他们给我们可以用的话语，可以拥抱

的形象，可以拨动我们对神渴慕的那根心弦的乐曲。因为，再说一次 - 我们是为敬拜而

受造的。 

 

当我们结束今天信息的时候，我想为我们追求祷告的意义和活出神的“圣洁”提供一些实

际的建议，我们如何过一种带着祷告敬拜的生活？我们如何‘操练’爱神？ 

 

1) 继续来教会聚会。我知道，这听起来像牧师的口吻···但是我真的相信是这样。

无论是来这里，还是其他教会，这的确重要，而且它真的会帮助你塑造你的心和

你的习惯。但是 – 不要仅仅就是‘来到’教会 – 还要与之交通，融入进去。

你是家庭的一份子，不仅仅是个观众。记住，我需要你，而你也需要我。 

2) 那么平时每天 – 那些‘非主日’也是教会大家庭的一份子吗？我有几个想法

要跟你分享： 

a) 感觉很明显，每天要留出一些时间让自己处于可以与神交通的状态。也许十五分

钟，也许一个小时 – 那个更可行？重点是 – 做点什么，神会荣耀它，在那段



时间，花点时间在经文上。求神借着经文对你说话。如果你在这方面需要什么帮

助，有很多很棒的应用程序可以帮助你决定。这里有一些 ： 

● Bible（圣经） – 这个应用程序有很多不同的圣经译本，很多读经和

灵修计划，有顺序读经计划，和主题读经计划，很棒。 

● Pray as You Go（边走边祷） – 这是个很棒的应用程序，它是一个音频应

用程序，每周五个工作日和周末一天会有推出。是一个10-13分钟的时段，

里面有音乐，经文和一些回应问题。还有很棒的伟大的爱尔兰口音的指导 

- 那几乎差不多是找到那狭窄地带的关键。开个玩笑。 

● My Daily Office（我的每日办公室） - 这个应用程序在简短的“每

日办公室”中提供早晚祷告的指导以及可选的阅读内容，摘自《公祷

文》。 

3) 祷告一篇《诗篇》- 《诗篇》充满了人味儿。常常它们会让我们找到感觉。无论那是

一个旺盛而感恩的灵，还是一种在生活中的挫败感。《诗篇》提醒我们，我们可以在主

面前成为什么样的人。 

4) 去散步。把手机留在家里，就是出去走走，让你的眼目对神在你身边的作为保持敞开。

没有压力，但当心思中有什么东西出现的时候 - 将它交还给神。记住，神造了万有，祂

是那位施与者，万有的供应者，而且大地满了祂的荣光。思想“你是···”这几个字，

花点时间祷告赞美祂 - 马太牧师上周讲到ACTS···。 

5) 带着手机去散步，听听“边走边祷”或者你喜欢的什么敬拜音乐，也许是一些器乐，

享受神的创造，并享受神感动其他人所创造的美好音乐。再说一次 – 没有刻意安排，就

把所有的一切献给神。避免把这变成一种“功能性体验”的诱惑。不要听播客，不要发

邮件，就把这段时间当做你专注于神的时间。 

 

最后，我想要用提醒大家你是一个敬拜者来作为结束。 问题就是 – 你在敬拜谁？你在追

求什么？记住，神是圣洁的 - 从这里开始，记住你是被爱的，你是被赦免的，并且你是被

祂欢迎的，祂喜悦你 – 将你的喜悦也放在祂身上，唱诗祷告。 

 

我想要就着对我们来讲具体会是什么样子给几个快速的建议。 

 

作为结束，我想要提醒我们自己这一点：神，我们的天父为了祂自己而创造了我们。当我

们来看主祷文的时候，并且读到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我们被邀请使自己喜

悦神，来仰望祂的荣美和祂的威严，祂的圣洁和祂的良善 - 而我们就被邀请来崇拜祂，

将赞美都归给祂。 

 

我想要用《诗篇》一百四十五篇的一部分，就是很美丽的赞美来结束今天的信息（闭上

眼？） 

 

《诗篇》一百四十五篇8-19节： 



8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 
9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覆庇他一切所造的。 
10耶和华啊，你一切所造的都要称谢你；你的圣民也要称颂你， 
11传说你国的荣耀，谈论你的大能， 
12好叫世人知道你大能的作为，并你国度威严的荣耀。 
13你的国是永远的国！你执掌的权柄存到万代！ 
14凡跌倒的，耶和华将他们扶持；凡被压下的，将他们扶起。 
15万民都举目仰望你；你随时给他们食物。 
16你张手，使有生气的都随愿饱足。 
17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 
18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 
19敬畏他的，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也必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 
 

经文里充满了要喜悦神 – 敬拜祂的命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