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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敬拜研習 



我們為什麼敬拜？ 

每一週，甚至每一天，我
們想到“敬拜神”，可能也
都在“敬拜神”。但是，你
可曾想過 

為什麼？ 

我們敬拜的時候，神
真的與我們同在嗎？ 



一個真實的禱告 … 

父神，謝謝你對我百般的忍耐！ 

每當我想到自己曾經坐視多少敬拜
的寶貴經歷白白溜掉， 

又批評過多少敬拜的聚會， 

我就羞愧得無地自容。 

謝謝祢邀我走上這個 

“敬拜的朝聖之旅”， 

也為那些凡與我同行的人感謝你。 

請引導我們， 

因我們需要學習的還很多很多！ 

我們渴慕學習敬拜你 

更勝於其他任何事物， 

奉耶穌你兒子的聖名禱告，阿門。 

Father,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with 
me! 
When I think of how many 
worship experiences I have 
wasted—and how many worship 
services I have criticized—I feel 
very ashamed. 
 

Thank You for inviting me on this 
"worship pilgrimage," and for 
those who are going with me. 
Guide us. We have so much to 
learn!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we 
want to learn to worship You.  
In the Name of Jesus, Your  Son, 
Amen.      - Warren Wiersbe 

 



教會敬拜的意義與目的 
 



每一次的敬拜都是  

神和人最大的享受和祝福 

神 

蒙恩罪人 蒙恩罪人 



誰發起敬拜？ 

 神將敬拜的需要和本能在起初的時候就放在人的裡面(創2:7; 徒 17:26） 

 神分別祂的百姓來敬拜祂（出3：12 ；19 :4-6） 

 十誡第一誡 （出20:3-5 ） 

 以別 神代替 耶和華的( - 或譯：送禮物給別神的)， …（詩16：4） 

 當拜主你的神，單要事奉祂。 (太 4:10a) 

 …你們如此敬拜乃是理所當然的。（羅12：1） 

 你們親近神，神就必親近你們。（雅4：8） 



但是 … 

敬拜           

音樂 

講道 

程序 

儀式 

善行 

宣教 

福音 



敬(崇)拜的定義 



敬拜是人與 神
之間有意義的對
話 

 以賽亞書第六章 

 例二：歷代志下
五～七章 

 尼希米記第八章 



敬拜是一種人對 神
極其降卑、愛慕的
姿態 

 “當拜主你的神，單要
事奉祂。”(太 4:10) 

 “時候將到，如今就是

了，那真正拜父的，
要用心靈和誠實拜祂，
因為父要這樣的人拜
祂。”(約4:23) 

 



敬拜是有行動的
屬靈事奉 

 “叫我們既從仇敵手中被

救出來，就可以終身在祂
面前，坦然無懼地用聖潔、
公義事奉祂。”(路1:75)  

 “...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
是聖潔的，是 神所喜悅的；

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
然的。”(羅12:1)  

 “因為 真受割禮的，乃是
我們這以 神的靈敬拜、在

基督耶穌裏誇口、不靠肉
體的。”(腓3:3) 

 



結論 

「敬拜」是人與 神生命
裡的關係—因著 神與我們

同在，這個關係表明我們
與世人有別；敬拜是屬 神
的人在信心中對 神的所是

和所做而有的尊崇的回應；
敬拜是在心靈和誠實裡用
具體的行動來述說 神的故
事。 



在歷史中我們尋找那些與敬拜有關的事？ 

聖經 

三一

神 

時間 人 

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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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禮儀 



從教會歷史的眼光看
今日的教會敬拜 



所以 … 

音樂 

講道 

程序 

儀式 

善行 

宣教 

福音 

敬拜， 
如果 … 



教會所有的事工應該是 

屬靈敬拜下的副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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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團體敬拜的變遷  

個人 —> 家族 —> 國度  

單一 —> 立體（先知，祭司，君王） 

家  —> 曠野  —> 會幕 —> 聖殿(1) —> 外
邦 —> 聖殿(2) —> 會堂 —>  … 

簡單 —> 繁複 —> 簡單 —> 繁複 —> … 

單一文化 —> 多元文化 



與周圍文化的衝突 

人與蛇 （創 3） 

摩西與法老 （出 6-13） 

百姓與金牛犢（埃及） 

百姓與迦南地的假神 （書24） 

列王時代與周圍列國  

以利亞和巴力/亞舍拉的先知 （王上 18） 

被擄之後被拋在列邦（先知書） 
 

 



兩約之間的黑暗時期 

從瑪拉基書到馬太福音之間，有四百年之久，神
沒有再藉先知說話，這段期間耶路撒冷先後被波
斯、希臘、埃及、敘利亞、馬加比、羅馬等政權
統治。 

侵略者帶來的不只是政權的統治，也帶來了文化、
語言、貨幣、生活形態的改變。 

敬拜的方式語言服裝等等都被迫改變。但是，也
使得猶太人更加迫切盼望彌賽亞的來到。只是，
宗教的盼望，被政治的急迫性改變了它的性質。 



兩約之間的黑暗時期（續） 

早期留下的會堂遺址 會堂崇拜的特點 

 主要用途不是敬拜，反而是猶太
人公眾聚集之處，用作學校、食
堂、法庭(徒22:19)、發救濟(太
6:2)、審判，及政治集會等。 

 宗教/家庭/學校結合 

 誦讀律法書及先知書 (徒15:21)，
禱告 (太6:5)，教導（太4：23） 

 長老，祭司（長），管會堂的(可5：
22-3) 

 直到70AD以後，耶路撒冷聖殿被
毀，才變成主要敬拜之用。 



耶穌時代的聖殿 



耶穌扭轉人對敬拜的觀念 

 「當拜主你的神，單要事奉祂。」 (太 4:10a) 

 「時候將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靈和誠實
拜他，因為父要這樣的人拜他。」 (約4:23) 

 「凱撒的物當歸給凱撒；神的物當歸給神。」(太22:21b) 

 「第一 要緊的就是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
主－你的神。』 其次就是說：『要愛人如己。 』」(可12:29-31) 

 「從外面進去的不能污穢人，惟有從裏面出來的乃能污穢
人。」 (可7:15) 

 「…常有窮人和你們同在；只是你們不常有我。 … 」(太26:10-13) 

 



使徒時代早期（使徒行傳 1-12）   

以耶路撒冷為中心: 

同心合意恆切禱告，五旬節聖靈降臨，說方言，

使徒們講道、傳福音，神蹟奇事，聖徒相交，

恆心遵守使徒教訓，在殿裡和家中擘餅，凡物

公用，一起用飯，欺哄的人受審判，病得醫治，

趕逐污鬼，使徒受逼迫，選立執事，按手, 因逼

迫分散聚會，宣教，浸禮，見異象，向外邦人

傳福音，聖靈澆灌外邦人… 

 

 

 



使徒時代後期（使徒行傳 13-
28）   

以安提阿為中心 

禁食，禱告，差派往普天下去，外邦人信主，
真自由的教導，馬其頓的異象，在外邦中選立
長老、執事，解決潔淨及食物的糾紛，逼迫中
的敬拜，與猶太教及異教文化的衝突，神蹟奇
事，護教的急迫，誦讀書信，… 

 

 



聖殿/會堂 家裡 

 徒16：40 二人出了監，往呂底亞家裡去，見
了弟兄們，勸慰他們一番，就走了。 



祭司/利未人 各國人 

徒13:1 在安提阿的教會中有幾位先知和教師，就是巴

拿巴和稱呼尼結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與分封之
王希律同養的馬念並掃羅。 



以色列人 萬國萬民 

 林前12：13 我們不拘是猶太人，是希臘人，是為

奴的，是自主的，都從一位聖靈受洗，成了一個
身體，飲於一位聖靈。  



希伯来話/希腊話 各地鄉談 

  



律法 耶稣基督 

林前1：23 我們卻是傳釘十字架的基督 



禮儀 在聖靈中 

羅7:6 我們服侍主，要按著心靈的新樣，不
按著儀文的舊樣。 



希伯來書中新舊約敬拜的不同  

– 以基督為中心的敬拜 



哥林多後書第三章中新舊約的不同 

Old Covenant 舊約 New Covenant 新約 

Carved in letters on stone (3:3, 7) 刻在石版上 Written on human hearts (3:3) 寫在心版上 

Ministry of the letter (3:6) 憑著字句 Ministry of the Spirit (3:6)憑著聖靈 

Ministry of death (3:6, 7) 叫人死,屬死的職事 Ministry of life (3:6, 9) 叫人活,屬靈的職事 

Ministry of condemnation (3:9) 定罪的職事 Ministry of righteousness (3:9) 稱義的職事 

Glory limited (3:7, 10) 有限的榮光 Glory unlimited (3:8, 9) 無限的榮光 

Brought to an end (3:7) 逐漸褪去 Permanent (3:11) 長存不滅 

With veil covered (3:15) 被帕子蒙住 Unveiled (3:18) 敞著臉 

Required by the Law律法的要求 Liberty in the Spirit (3:17) 聖靈裡的自由 

Outward deeds 外表的行為 Transformation into His likeness (3:18)  

變成主的形狀 

No hope 沒盼望 Have hope 有盼望 



什麼是漸進的啟示？ 

它與聖經的完整性有衝突嗎？ 



新約中敬拜的啟示:基督 

祂本有 神的形像， 不以自己與 神同等為強奪
的；  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 成為人的樣
式； 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
至於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 神將祂升為
至高， 又賜給祂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叫一切
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因耶穌的名無
不屈膝，  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 使榮耀
歸與父 神。 （腓2:6-11) 

 



新約中敬拜的啟示:聖靈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師，叫祂永遠與你
們同在， 就是真理的 聖靈，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為不見

祂，也不認識祂。你們卻認識祂，因祂常與你們同在，也
要在你們裏面。…  保惠師，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來的聖

靈，祂要將一切的事指教你們，並且要叫你們想起我對你
們所說的一切話。  （約14：16-17，26） 

 祂既來了，就要叫世人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
己。 … 祂要引導你們明白( - 原文是進入)一切的真理 … 並要
把將來的事告訴你們。 祂要榮耀我， （約16：8,13,14） 



新約中敬拜的啟示:教會 

彼得…說：「你是基督，是永生 神的兒子。」
耶穌…說： 「…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
上…。」（太16：16-17） 

教會是他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
（弗1：23） 

基督是教會的頭；他又是 教會全體的救主
（弗5：23） 

 



新約中敬拜的啟示:大使命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
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

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
了。」（太28：19-20） 

「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可16：15） 

「…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 能力，並要

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馬利亞，直到地極，
作我的見證。」（徒1：6-8） 

 



新約中的團體敬拜：【結論】 

預言的應驗 

教會取代了選民，神的國度取代了以色列人的國度 

漸進的啟示，帶領教會對神的認識一直往前 

與當權者和猶太教的關係從彼此利用，到勢不兩立 

多元文化，異端學說 

對永世的盼望和理解有新的開啟 

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內 



團體敬拜在教會歷史中的發展 

初期教會時代 （到第四世紀康士坦丁之前） 

中古世紀（康士坦丁之後興起的羅馬天主教及東
正教） 

宗教改革（十五世紀到十六世紀） 

自由敬拜的興起 （十七世紀到二十世紀初） 

後現代教會的敬拜 

現代教會敬拜的更新 

 



初期教會時代 （第四世紀之前） 



初期教會時代 （地洞裡的敬拜） 



初期教會時代 （第四世紀之前）（續） 

Samaritan woman  

at the well 井邊的
撒瑪利亞女人 

Jesus invites Peter to 

walk on water 耶穌
邀請彼得走在水上 

King David and the 

flocks大衛牧羊 



中古世紀 （康士坦丁之後興起的羅
馬天主教及東正教） 



宗教改革 （十五世紀晚期到十六世紀） 

馬丁路德 

1483-1546 

 

瑞士 

慈運理 

1484-1531 

法國/瑞士 

加爾文1509-1564 

蘇格蘭 

John Knox  

( 1513 -1572) 



宗派及獨立教派敬拜的興起 
 

擴展 
莫拉維亞的弟兄會 

英國大復興（衛斯理兄弟及懷特菲）及殖民地的擴展 

美洲大覺醒——歐洲的移民，把基督教帶到了新大陸 

印度——威廉克里 (William Carey 現代宣教之父，
1761~1834) 

中國——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1782~1834)，戴德生 
(Hudson Taylor,1832~1905) 

非洲——李文斯頓 (David Livingstone，1813~ 1873) 

 

 



自由敬拜的興起 （十七世紀到二
十世紀初） 

高教會 

基要派 

福音派 

五旬節派(Pentecostal) 

靈恩派 (Charismatic) 

理性主義、現代主義及新的異端 



教會敬拜在歷史中的特點 

神的話 

禱告 

擘餅 

音樂 

回應的行動 



省思： 

教會與政治 

教會與文化 

教會與知識 

敬拜與福音宣教 

敬拜與真理 



教會的敬拜深受神學觀和文化的影響 

神學
觀 

教會 敬拜 

政治 



神學觀 

 神是誰？ 

創造者，審判官，教師，朋友，醫治者，… 

 我們與神的關係？ 

如何得救，何謂重生，事奉神的資格，… 

 與周圍文化的態度如何？ 

拒絕，還是擁抱？ 



馬丁路德（1483-1546） 

“聖經不許可的，不要做” 

加爾文(1509-1564) 

“聖經裡有的，就去做” 



巴克斯特 
R. Baxter  

1615-1691 

只做聖經中有的 

Do ONLY what’s found in Scripture! 



盡你所有的來達成聖經中最

重要的要求：傳福音! 

查理芬尼 
Charles Finney 

1792-1875 



聖餐禮儀的四種名稱 

1. Eucharist 感恩(祝謝)禮 (太26：26-27;可14:23;路22:17,19;林前

11:24,14:16) 

2. Lord’s Supper 主的晚餐 （林前11：20） 

3. Breaking of Bread 擘餅 （徒2：42，46） 

4. Holy Communion 聖餐 （林前 10:16) 

5. The Lord’s Table 主的桌子 (林前10：21） 



靈恩運動 

1906年—阿蘇薩街復興 

1960年—讚美敬拜（受黑人靈歌及嬉皮
文化影響） 

1980年—葡萄園運動 

21世紀現代基督教音樂橫跨各個宗派 

 



思考問題 

你的信仰有那幾項是絕對不可以妥協
的？ 

當這幾項受到威脅時，你會如何反應？ 

這幾項絕對不可以妥協的“神學”如何
支配你的敬拜？ 





幼兒園孩童盲目偏愛麥當勞盒子包裝的食物 

- 大人對於消費文化帶來的影響有比較好的抗拒力嗎？ 



文化影響： 

講道的方式 

禱告的方式 

音樂的方式 

肢體動作 

敬拜的場所 

符號和圖畫 

領袖的地位和領
導方式 

我們與 神的關係 



現代教會
敬拜的挑
戰與前瞻 



後現代教會的敬拜 

誇大其詞的 

後現代的 

實踐的，具體的 

活比講重要 

宣教 -普世及社區 

後福音派 

自由派：批判的,挑戰
的 

— Christianity Today 

Emerging Church 新興教會 



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 

• 排斥“整體”的觀念，強調異質性、特殊性和
唯一性 

• 反統一、反規格、反理性的 

• 哲學的，神秘的，文化的，個人的，相對的，
跟著感覺的 

• 多元的，暫時的，擁抱不同，追求變化，同
情邊緣及破碎 



後現代教會敬拜的危險和契機 

不能倚靠權威和傳統 

要尋求更新和真實 

要紮根於神的話 

要重視合一 

要往外拓展(結合網站及多媒體) 



第七世紀伊斯蘭教的從麥地那啟始 



兩百年後在地中海周圍的伊斯蘭教勢力 

http://explorethemed.com/RiseIslam.asp?c=1 



穆斯林分佈圖(2014) 



穆斯林區域分佈比例圖(2009) 

Europe 

38.1m 
2.4% 

Americas 

4.6 million 
0.3% 

 

Sub-Saharan Africa 

240.6m    
15.3% 

 
 

Middle East-North Africa 

315.3m       
20.1% 

 
Asia-Pacific 

972.5m 
61.9% 

Pew Research Center Mapping the Global Muslim Population, October 2009 



基督徒區域分佈圖 



Conver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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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聚的敬拜模式 
Convergence Worship Model  

 

匯聚的敬拜模式，是在每一個層面將
歷史和現代結合，製造最大的機會讓
敬拜者進入神的同在。 

Convergence worship is the combining 
of the historical and the contemporary 
at every level of worship to create 
maximum opportunities for engaging 
worshipers with the presence of God.  
- Constance M. Cherry, The Worship Architect, 248 

 



這不是說我已經得著了，
已經完全了；我乃是竭
力追求，或者可以得著
基督耶穌所以得着我
的。  

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
己已經得着了；我只有
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
努力面前的， 向着標竿

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
穌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
獎賞。（腓3：12-14） 



尊重歷史，擁抱經典， 

 跟隨聖靈，與時代共舞 



現代教會敬拜的更新 



敬拜、文化、福音、宣教 

世界文化 
教會敬拜 

真理 

敬拜 
見證 

敬拜遲早要毀壞周圍的文化，
因為敬拜帶來生命的兌變。 

敬拜在塑造我們品格的同時，
也轉化我們的價值、習慣、
和觀念。(M. J. Dawn) 

敬拜使破碎不完整的靈魂
在神的同在中找到醫治和
完全 (S. Morgenthaler) 



敬拜更新可能的挑戰 

敬拜中可以允許情緒嗎？允許
多少？ 

現在有什麼不好？你對新的有
把握嗎？ 

不可少的是什麼？ 

會眾的參與重要嗎？參與多少？ 

需要顧及非信徒嗎？顧及多少？ 

講道還是音樂，那個比較重要？ 

用樂器嗎？用那些樂器？ 

唱那一類型的歌？誰做的歌？ 

什麼時候擘餅？多久一次？誰
主持擘餅？如何傳遞餅和杯？ 

注重禮儀還是隨聖靈自由？ 

多媒體的使用 



現代教會敬拜的更新 

 聖靈工作的更新 

 神話語的更新 

 音樂曲風的更新 

 禮儀的更新 

 事奉的更新 

 



敬拜更新 

基督徒的敬拜述說神的故事：記念過
去，結合現在，盼望將來。述說神的
故事是關乎恢復敬拜，同時也是重現
神對這個世界的福音。 - 韋柏 



聖靈工作的更新 

真實的敬拜，帶來改變的生命和生活。 



神話語的更新 

主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 



音樂曲風及歌詞的更新 

我們該慎思：如何在文化的衝擊下，
讓屬神的音樂保有它的神聖和清潔 



禮儀的更新 

如何使禮儀在聖靈裡是活的，隨時由
聖靈更新，成為聖靈工作的軌道，而
非限制。 



事奉的更新 

「只有當事工是敬拜的副產品時，這
個事工才是有價值的。」 
（Warren W. Wiersbe） 



 



每一次的敬拜都是一場屬靈爭戰 

三而一的神是否是我們敬拜的對象？ 

基督為中心，還是自我為中心？ 

是否每一次的敬拜都重現 神的故事？ 

是否每一次的敬拜都是“活”的敬拜？ 

 



“ 

” 

到那日，我必建立大衛倒塌的
帳幕， 堵住其中的破口，  
把那破壞的建立起來， 重新修
造，像古時一樣…（摩9：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