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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要理問答

´问题 1:信仰基督的人应当通过自己做工或其他途径来获取救恩吗?
´答 :不应当，因为救恩所需的一切都在基督里。借着善行来获取救
恩就是在否认基督是唯一的救主。

´參考經文：《加拉太书》2 章 16 节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
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
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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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要理問答

´问题 2:既然我们是单单靠着恩典，借着基督得救，那我们还需要
有好行为，并听从上帝的话吗?

´答 :是的，因为基督用他的宝血救赎了我们，并借着他的灵更新我
们，以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表明对上帝的爱和感谢，也让我们透过
所结的果子得着信心的确据，并且可以透过我们敬虔的行为为基
督赢得灵魂。

´參考經文：《雅各书》2：14我的弟兄們，若有人說自己有信心，
卻沒有行為，有甚麼益處呢？這信心能救他麼？15若是弟兄或是
姐妹，赤身露體，又缺了日用的飲食；16你們中間有人對他們說：
「平平安安的去罷！願你們穿得暖，吃得飽」；卻不給他們身體所
需用的，這有甚麼益處呢？17這樣，信心若沒有行為就是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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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要理問答

´问题 3:既然我们是单靠恩典得救，只凭信心，那这信心是怎么来
的呢?

´答 :我们是借着圣灵领受从基督而来的一切恩赐，包括信心本身。

´參考經文：《希伯來书》12：2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
（或作：仰望那將真道創始成終的耶穌）。他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
就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便坐在神寶座的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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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要理問答

´问题 4:我们怎样看待圣灵? 
´答 :他是上帝，与父和子共存到永远，并且上帝信实地将他赐给一
切相信的人。

´參考經文：《约翰福音》14 章 16 节至 17 节我要求父，父就另
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
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 ;你们却认识他，因
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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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敬拜？-字典裡的解釋
´新華字典解釋：

敬拜：是指从思想、感觉、行为上对人、天使或神灵的尊崇、敬
畏与钦服。

´ “拜”是会意字。甲骨文像双手捧禾麦奉献给神祖之形，会向神祖拜
祭祈祷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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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敬拜神？-神的心意
´ 神的心意：人的受造是為了敬拜與榮耀神。
´ 你要對法老說：‘耶和華這樣說：以色列是我的兒子，我的長子。我對你
說過：容我的兒子去，好侍奉我（Let my son go, so he may worship 
me.）。你還是不肯容他去。看哪，我要殺你的長子。’”(出埃及記4:22-
23 和合本) 。

´ 耶穌說：“撒但（就是抵擋的意思，乃魔鬼的別名），退去吧！因為經上
記著說：當拜主－你的神，單要侍奉他。”(馬太福音4:10 和合本) “單要
事奉祂”是引自申命記6：13：“你要敬畏耶和華你的神，事奉祂，指著祂
的名起誓。”

´ 彼得前書2：9也說，“唯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
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
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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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敬拜神？-人的需要
´神讓人敬拜他更主要是因為人需要而不是神需要。“我喜愛良善，
不喜愛祭祀；喜愛認識神，勝於燔祭”（何西阿書6:6）。

´人有敬拜的天性，當需求（按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分為生理、安
全、歸屬、尊重、自我實現等需求）不能被滿足且又不認識真神時，
會拜假神。所以人需要溯本求源、認識我們生命的源頭 – 創造我們
的神、得著在他裡的安息和他在耶穌基督裡為我們預備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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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真神 –歷史的啟示 –舊約
´ 天地萬物都造齊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經完畢，就在第七日歇了
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賜福給第七日，定為聖日；因為在這日，神歇
了他一切創造的工，就安息了。 (創世記2:1-3 和合本) 

´ 你們要守我的安息日，敬我的聖所。我是耶和華。 (利未記19:30 和合本)
´ 耶和華神將那人安置在伊甸園，使他修理，看守。 (創世記2:15 和合本)
´ 亞伯也將他羊群中頭生的和羊的脂油獻上。耶和華看中了亞伯和他的供
物， (創世記4:4 和合本)

´ 挪亞為耶和華築了一座壇，拿各類潔凈的牲畜、飛鳥獻在壇上為燔祭。
(創世記8:20 和合本)

´ 耶和華向亞伯蘭顯現，說：“我要把這地賜給你的後裔。”亞伯蘭就在那
里為向他顯現的耶和華築了一座壇。 (創世記12:7 和合本) 另外創世紀裡
也紀錄了亞伯拉罕的兒子以撒和孫子雅各（以色列）築壇敬拜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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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真神 –歷史的啟示 –會幕
又當為我造
聖所，使我
可以住在他
們中間。制
造帳幕和其
中的一切器
具都要照我
所指示你的
樣式。”(出埃
及記25:8-9 
和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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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真神 –歷史的啟示 –聖殿
你壽數滿足、
與你列祖同
睡的時候，
我必使你的
後裔接續你
的位；我也
必堅定他的
國。他必為
我的名建造
殿宇；我必
堅定他的國
位，直到永
遠。 (撒母耳
記下7:12-13 
和合本)

11



敬拜真神 –歷史的啟示 –聖殿12



敬拜真神 –歷史的啟示 –以色列人的失敗

´ 聖經告訴我們，敬拜假神會使人的生命如偶像越變得虛假與無知：論到
偶像的崇拜，“他們的偶像、是金的銀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卻不能
言.有眼卻不能看。有耳卻不能聽. 有鼻卻不能聞。有手卻不能摸.有腳卻
不能走.有喉嚨也不能出聲。造他的要和他一樣.凡靠他的也要如此”(詩
115:4-8)。

´ 很遺憾以色列人儘管有來自神的啟示與恩典，但是在她的歷史中卻不能
勝過罪，因而充滿了背叛真神、敬拜假神的惡行。她曾經隨從不信神的
民族先後拜過金牛犢、銅蛇、以弗得（祭司穿的袍子）、爬蟲走獸、亞
捫人拜的摩洛、迦南人拜的巴力和亞斯他錄、以及日月、星辰等等（參
考以西結書8章中的描述）。結果以色列人被神從應許之地拔除、四散在
列國。

´ 所以，不拘在飲食上，或節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讓人論斷你們。這
些原是後事的影兒；那形體卻是基督。 (歌羅西書2:16-17 和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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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真神 –歷史的啟示 –新約
´ 耶穌進了神的殿，趕出殿里一切做買賣的人，推倒兌換銀錢之人的桌子，
和賣鴿子之人的凳子，對他們說：“經上記著說：我的殿必稱為禱告的殿，
你們倒使它成為賊窩了。”(馬太福音21:12-13 和合本)

´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做這些事，還顯什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
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
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嗎？”但耶穌這話是以他的
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
聖經和耶穌所說的。 (約翰福音2:18-22 和合本)

´ 忽然，殿里的幔子從上到下裂為兩半，地也震動，磐石也崩裂， (馬太福
音27:51 和合本)。弟兄們，我們既因耶穌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聖所，
是藉著他給我們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從幔子經過，這幔子就是他的
身體。 (希伯來書10:10-20 和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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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敬拜神？-用心靈和誠實敬拜
´ 基督徒的敬拜是在心靈與神所啟示的真理中敬拜：婦人、你當信我、時
候將到、你們拜父、也不在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們所拜的、你
們不知道。我們所拜的、我們知道.因為救恩是從猶太人出來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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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個靈。所以拜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他”(約 4:21-
24)

´ 心靈和誠實（spirit and truth）也可譯作靈和真理，靈即聖靈，真理即
耶穌基督（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
去。約14:6）

´ 真正的敬拜神，是和三位一體的真神聖父、聖子、聖靈建立親密的關係。
´ 真正的敬拜神，必須接受基督救贖的真理，信而受洗，領受聖靈後才能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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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敬拜神？-在榮光中敬拜
´那用字刻在石頭上屬死的職事尚且有榮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
上的榮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臉；這榮光原是漸漸退去的，何況那
屬靈的職事豈不更有榮光嗎？若是定罪的職事有榮光，那稱義的
職事榮光就越發大了。那從前有榮光的，因這極大的榮光就算不
得有榮光了；若那廢掉的有榮光，這長存的就更有榮光了。(哥林
多後書3:7-11 和合本)

´主就是那靈；主的靈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我們眾人既然敞
著臉得以看見主的榮光，好像從鏡子里返照，就變成主的形狀，榮
上加榮，如同從主的靈變成的。(哥林多後書3:17-18 和合本)

´豈不知你們的身子就是聖靈的殿嗎？這聖靈是從 神而來，住在你
們裡頭的；並且你們不是自己的人， (哥林多前書6:19 和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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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敬拜神？-隨時、隨地、隨事
´ 基督徒的敬拜不再需要去耶路撒冷的聖殿、不再拘泥於舊約中節期，是隨時隨
地的。

´ 基督徒的敬拜是和神有正確的關係，讓神在自己的生命中掌權。基督徒的敬拜
可以是：
´讀聖經
´禱告、認罪悔改
´唱詩讚美神
´守聖禮
´傳福音
´愛自己的家人
´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
´幫助有需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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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真神、生命更新
´ 所以，我們藉著洗禮歸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們一舉一動有新生的樣
式，像基督藉著父的榮耀從死裡復活一樣。我們若在他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
也要在他復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因為知道我們的舊人和他同釘十字架，使罪
身滅絕，叫我們不再作罪的奴僕；因為已死的人是脫離了罪。 (羅馬書6:4-7)

´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為
他預先所知道的人，就預先定下效法他兒子的模樣，使他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
長子。預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們來；所召來的人又稱他們為義；所稱為義的人
又叫他們得榮耀。 (羅馬書8:28-30 和合本)

´ 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
節制。這樣的事沒有律法禁止。 (加拉太書5:22-23 和合本)

´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
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
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马书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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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真神 –從今時直到永遠
´對真神的敬拜始於人的被造，從舊約時代到新約時代，敬拜由表及
裡，由遠至近，由虛到實；並且敬拜的歷史由包括我們在內的每一
代基督徒持續書寫、直到永永遠遠。

´此後、我觀看、見有許多的人、沒有人能數過來、是從各國各族
各民各方來的、站在寶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樹枝。
大聲喊著說、願救恩歸與坐在寶座上我們的神、也歸與羔羊。眾
天使都站在寶座和眾長老並四活物的周圍、在寶座前、面伏於地
、敬拜神、說、阿們.頌讚、榮耀、智慧、感謝、尊貴、權柄、
大力、都歸與我們的神、直到永永遠遠。阿們”(啟 7: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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