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紐約特會 8/29 - 9/1， 2014 

 

新約時代真實敬拜者 

(約 4:19-24; 1 Pet. 2:4-7, 9; 弗 2:19-22; 提前 3:15-16) 

 
 

I.  舊約時代神定規的敬拜方式 

 

A. 耶路撒冷 – 主神由十二個支派中選擇的特定地方   

 (申 12:5. 11, 14, 18, 21, 26; 14:23, 24-25; 15:19-20; 16:6-

7, 11, 15-16) 

1. 不是按人的選擇 

2. 不可各人行自己眼中看為正的事  (申 12:8) 

3. 不要行列國所行的  (申 12:2-4) 

a. 有不同的敬拜所在 – 在高山, 在小山並在各青翠

樹下 

b. 各有自己的祭壇和柱像 

c. 各自築神壇  

d. 各自有他們雕刻的神像 (偶像) 

e. 為他們敬拜之地命名 

f. 神的子民必須毁壞以上各種敬拜方式 

g. 被擄到巴比倫 – 不聽從神話的結果 

- 巴别塔  - 撒但建造的基本原則 (創 11:19) 

- 神子民被擄居住在巴比倫 (代下 36:11-21) 

- 建造“會堂”的開始 

h. “但耶和華你們的神從你們各支派中, 選擇何處為 

立他名的居所, 你們就當往那裡去求問  ” 

(申 12:5) 

 

B. 祭物: “將你們的燔祭平安祭 , 十分取一之物 , 和手中的

舉祭 , 並還願祭, 甘心祭, 以及牛群羊群中頭生的 , 都奉

到那裡” (申 12:6, 11) 

1. 守節期  (出 23:14-17; 34:23; 申 16:16-17) 

2. 一切的男丁要來朝見主耶和華 (出 23:17; 3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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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無人能空手來  (出 23:15; 34:20; 申 16:16) 

4. 祭物是神的食物或糧, 為著给神享受  (利 3:11, 21:6, 

8, 17; 民 28:2) 

5. 祭物也是為子民在耶路撒冷一同來吃來享受  

(申 12:7, 12) 

6. 只有在耶路撒冷 – “你要謹慎, 不可在你所看中的處

獻燔祭 …惟獨耶和華… 所選擇的地方…” 

(申 12:13-14; 15:19-20) 

 

 

II.   新約時代裏敬拜的實際  (約 4:19-24) 

 

A. 如今就是時候了 (從新約的起始) 

 

B. 父要尋求真實敬拜者  

1. 神是靈 

2. 真實敬拜者必須在靈裏敬拜祂 

 

C. 新耶路撒冷 -  這地方在新約時代裏是屬靈的並在本質

上是屬天的  

1. 今天教會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 (加 4:25-26; 來 11:10, 

16; 12:22) 

2. 屬靈的殿 – 一個靈宮, 是屬靈的錫安 (彼前 2:4-7) 

a. 在靈中被建造成為聖殿  (弗 2:21-22) 

b. 與眾聖徒同為活石 

c. 活神的家 (提前 3:15-16) 

- 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實際) 

- 神在肉身顯現 

- 在靈裏稱義 

d. 保守聖靈的一 (弗 4:3-6) 

3. 真實(真正) 敬拜者 

a. 人的靈由神的靈而生  (約 3:3-6)  

b. 真猶太人 (加 4:28-29; 羅 2: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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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乎外面肉身或儀文 

- 乃是心裏的在乎靈 

- 凡在靈裏敬拜神的就在基督裏耶誇口,  不靠

著肉體  (腓 3:3) 

- “這人的稱讚 (稱許) , 不是從人來的 , 乃是從

神來的  ” (羅 2:29) 

c. 在靈裏生活行動 (加 5:16, 25; 羅 8:1, 4-5, 12-14) 

 

D. 在實際 (真理)裏 

1. 耶穌基督 – 聖經中一切真理的屬靈實際 (約 14:1-6) 

a. 聖經裏所記載一切正面的事 “是後事的影兒, 那 

實質卻是基督 ” (西 2:16-17)  

b. “道路” 就是敬拜父的真實道路 

c. “真理” 就是基督是一切祭的實際 

d. “生命” 就是那靈 (約 6:63) 

e. 那地方就是 “父的家” – 教會 

2.  經歷基督是利未記一到七章中所有的祭 

a. 是聖潔的祭司 (彼前 2:5) – 追求聖潔 (彼前 1:16;

來 12:14)  

b. 作活基督的人 (腓 1:21 上), 得著祂 (腓 3:8) 並追 

求祂 (腓 3:10-15) 

c. 天天在一切環境中殷勤下功夫得基督當作燔祭，

素祭，和平祭，贖罪祭和贖愆祭 

d. 將你實際經歷基督最上好的一份帶到聚會裏 

- 當作屬靈的祭獻給父讓祂满足 

- 當作筵席讓眾聖徒得享受, 受激勵, 得教誨 

 

B. 在新約時代裏屬靈和屬物質的巴比倫 (啟示錄 17-18 章) 

1. 由於起初教會的墮落而被擄 (啟示錄 2-3 章) 

a. 離棄了起初 (最上好) 的愛  (2:4) 

b. 愛世界 (2:12-13) 

c.  “尼哥拉一黨人”的行為 (2:6, 15) 

d. 巴蘭的教訓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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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容讓耶洗別和 “撒但深奧之理” (2:20, 24) 

f. 按名< 或名聲> 你是活的, 其實是死的 (3:1) 

g. 驕傲又不冷不熱  (3:15-17) 

h. “撒但的會堂” 

2. 神的呼召: “我的民哪 , 你們要從那城出來 , 免得 與

他一同有罪 , 受他所受的災殃 ” (啟 18: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