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敬拜三一真神： 

與歷代普世信徒分享交流基督教智慧(2010 版) 

 

簡介 
 
在不論東、西、南、北的眾多文化中，分享智慧箴言是很常見的做法；而對於跨越文化、世代及世紀
的學習與分享交流－不論是口傳或以文字留傳，以智慧箴言的形式更是適合不過了。聖經的文學中，
智慧的流傳佔有一個重要的部份，包括箴言、箴言式的詩篇經文、耶穌的八福、以及保羅的一些勸勉
等。分享交流智慧就是強化基督的身體－即教會的身體機能。因此，分享智慧是由普世信徒組成的團
契，例如是「普世改革宗教會聯盟」World Communion of Reformed Churches(WCRC)，所做的主要事情。
當各教會所分享的是忠於聖經智慧的演繹，是真道及「神的智慧」(林前 1:24)真實的見證時，這些分享
交流就象徵了五旬節，而不是巴別塔－是聖靈，那「賜人智慧的靈」(弗 1:17)所賜的禮物。 
 
這一系列有關實踐基督教崇拜的智慧箴言旨在建立基督的教會，使教會能忠心於其服侍及事工之中。
這一系列智慧箴言由改革宗信徒蒐集而成。既是大公的蒐集結晶，反映著一眾聖而公之使徒教會的參
與；亦是獨特的作品，反映著普世改革宗教會特定的歷史、神學認信以及實踐做法。這份文件是回應
兩個任命而撰寫的，決議這兩個任命的場合分別是「世界歸正教會聯盟」(World Alliance of Reformed 
Churches (WARC))於 2004 年在加納的亞克拉市的大會，以及「普世改革宗協會」(Reformed Ecumenical 
Council (REC))於 2005 年在荷蘭的烏得勒支市的大會。隨後，兩個組織的成員教會便一直進行溝通交流。
這份文件由在美國密西根州激流市(Grand Rapids)舉行的 WCRC 聯合理事會的崇拜計劃組負責撰寫，過
程當中咨詢了世界各地改革宗內外的牧者、教師及其他領袖等，並由聯合理事會的崇拜與靈命更新小
組作最後修訂。 
 
這份文件旨在呈現出一個有關崇拜及靈命更新的異象，我們亦希望彼此可對此有更深入及更活潑的表
達。這份文件不是要將一套做法強加在成員教會的身上，亦不是暗示成員教會已經完全將這些智慧在
崇拜中體現出來。這份文件有以下用途： 
 
1. 這份文件可用於特定的會眾群體或宗派，引導個別教會在有關於恩賜、挑戰、優勝之處，以及不足

之處這些方面提供彼此對話的內容。那些帶領這些對話的領袖，可以在讀過每一句智慧箴言後，停
下來問問：「神賜下了怎樣的恩賜以致我們可以實踐這句智慧箴言？」，「神呼召我們以什麼方法更
真切地去實踐這句智慧箴言？」以及「我們還可用什麼其他方式在我們的實踐中表達有關這個主題
的智慧？」我們希望每一句箴言，都可引發出對話，讓彼此一起發掘神學認信與實踐做法之間的關
係，以及探索在任何處境滿有果效的事工，在見證與屬靈辨識之間不可分割的關係。 
 

2. 這份文件可引導處於不同文化處境的會眾、宗派及信徒之間的對話。那些帶領對話的領袖可在讀過
每一句智慧箴言後，停下來問問：「神在我們特定的文化處境中賜下了怎樣的恩賜去實踐這句智慧
箴言？」以及「神可能在哪些方面呼召我們在自己獨特文化處境中，尤其是在互相學習之後，更加
真切地實踐這句智慧箴言？」 

 
3. 這份文件容讓我們進行深入的集體研習及修訂出更精煉的版本。每一句智慧箴言都撮要了對某一個

範疇的研究及基督徒的反思，是由釋經研究、神學反思及歷史研究集結而成。當我們持續反思作忠
心門徒所面對的挑戰，可有助每句智慧箴言成為更精煉的版本。所以，這個系列並不是終極或完整
的版本，而是無指定答案的：任何成員教會或大公伙伴教會可輕易地以自己的塑材增加這系列的內
容。將來 WCRC 的聚會亦可修訂這系列，增加當中的箴言以回應未來會出現的獨特挑戰。 

 
但是，這些用途的最終目的並不是單純協助對話的進行，或獲得一份更完美的文件。最終目的其實是
要靠聖靈的能力引發出對三一真神忠誠與充滿感恩的敬拜。願神的靈祝福這些話語及所有盡力思考這
些話語的人，好讓基督的教會被堅立。 
 
備註：這個版本所使用的「教會」、「會眾群體」及「信徒群體」是可以互相對換的，用意就在於可反映出教會所使用不同的
自稱。「有福的」及「有智慧的」這兩組字詞在全文穿插出現，「有福的」的段落特別用於表達出當我們遵行聖經的吩咐是蒙
福的，而「有智慧的」的段落用於表達會成員群體在分辨神的旨意時所作的判斷。我們預期在未來日子，將會因著眾教會的
回應而稍作修改。 



I. 被呼召與赦免的子民：奉主耶穌的名聚集 
 

1.1 被三一真神呼召 
若有神的子民 
深切地醒覺到 
他們是同時被那三一神呼召， 
又稱頌神為三一神： 
這三一神是透過聖道與聖靈 
聚集、保護及關愛教會的 
那聖父、聖子及聖靈 1－ 
而這光輝威榮的神 
完美地在「不能看見之神的像」(歌羅西書
1:15) 
耶穌基督裡彰顯 –  
這些子民是有福的！ 
 
若有信徒群體 
欣然地認定 
三一神不單接受我們的敬拜， 
更透過聖靈的催促、 
透過主耶穌基督這位完美無瑕的祭司 
潔淨我們的祭物－ 
衪在世時 
「被聖靈感動就歡樂」「向父」獻上頌讚(路
10:21)，即使現在衪亦是「長遠活著，替他們
祈求」(希 7:25)－ 
令我們的崇拜成為可能的事實 –  
這群體是有福的！ 
 
若有會眾群體 
堅持信徒聚集敬拜神 
並不是因為要先得著神的祝福， 
而是因為神經已祝福他們 –  
這群體是有福的！ 
 
若有會眾群體發現到 
在他們敬拜三一神時 
神真實地祝福了他們： 
因三一真神養育、教導、使人認信及歸正， 
並透過宣告聖道及集體祈禱 
這些使我們成聖的行動、 
透過浸禮與主餐、 
透過彼此團契、奉獻與見證 
強化信徒與耶穌基督及彼此之間的連繫 –  
這群體是有福的！ 
 

1.2 集體崇拜－全體神的子民 
若有敬拜群體 
「不停止聚會」(希 10:25)， 
卻會奉耶穌之名歡欣聚集， 
期待將神的道宣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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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上頌讚與禱告， 
以及遵守聖禮 –  
這些行動都是全體神的子民 
－君尊的祭司(彼前 2:9)的行動 – 
這群體是有智慧的！ 
 
若有信徒群體 
邀請所有敬拜者－ 
進入全人、有意識及主動的集體崇拜， 
包括那些在我們文化中 
以不同方式被標籤為「殘疾」的人－ 
將心志、靈魂與意念全奉獻給神， 
深切地認知到他們個人的敬拜 
是如何參與著一個向神更大的讚美頌歌 – 
這群體是有福的！ 
 
若有會眾群體 
在崇拜中表達出 
神藉與基督身體的聯合、 
聖靈以和平聯絡的合一、 
及神呼召及賜予我們同歸於一－ 
將男女老幼， 
以及不同時空的信徒聯合起來； 
他們都是在耶穌基督裡藉神的靈領受同一呼
召的人2 –  
這群體是有福的！ 
 

1.3 聖靈 
若有敬拜群體 
能辨認出聖靈的工作是可以 
透過理性與感性； 
透過屬靈的操練與突發的事件； 
透過經祈禱而設計的聚會； 
也透過即興發表的時刻 –  
這群體是有智慧的！ 
 
若有敬拜群體 
分辨出崇拜的持久價值或屬靈的能力 
並不在於我們自身的創意、 
想像力、智商或情緒， 
卻是來自聖靈的選擇 ， 
選擇使用任何其中一樣或全部這些 –  
因為實在地，崇拜是我們領受的禮物， 
而不是我們得到的成就 –  
這群體是有智慧的！ 
 

1.4 確認及抗拒文化 
若有教會 
尋求「在」世而不「屬」世，(約 15:19) 
不與文化中那些破壞福音整全性的方面妥
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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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積極將文化與耶穌基督福音的好消息接
合， 
因耶穌基督臨到每一個文化， 
但同時並不被任何文化所限 –  
這教會是有智慧的！ 
 
因此，若有教會 
為到耶穌的福音同時是 
超越文化、根據處境、 
跨文化及反文化的 3–  
這教會是有智慧的！ 
 

1.5 被贖萬物的美善 
若有會眾群體 
清晰表明其崇拜 
參與整體被造物 
所呈獻的讚美頌歌 –  
這群體是有智慧的！ 
 
若有會眾群體 
為崇拜是可以體現的現實而歡慶， 
為到那些表達讚美與禱求的 
動作及姿勢而感恩， 
亦感恩神所命令我們使用的 
聖經、水、餅與酒 
都是神送給衪子民的禮物 –  
這群體是有智慧的！ 
 

1.6 帶領神的子民 
若有信徒群體 
呼召、訓練、確認、及回應 
那些具有領導恩賜的信徒， 
包括不同性別、年齡、種族、能力的信徒 –  
在崇拜神學及實踐方面都培育及訓練他們， 
設立師徒制的培訓 –  
這群體是有智慧的！ 
 
若有崇拜領袖 
裝備教會所有信徒， 
使他們能完全投入、有意識及積極地參與崇
拜(參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 
並關注到要對那些仍未成為基督身體 –  
即教會的朋友需要表達出友善的接待 –  
他們是有智慧的！ 
 

1.7 藝術表達 
若有會眾群體 
在宣講神的道 
與及獻呈禱告及讚美時， 
並不限於言詞的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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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透過藝術去表達： 
運用神賜給每個地方群體 
在音樂與舞蹈、 
說話與安靜、 
視覺藝術與建築方面的恩賜 –  
這群體是有福的！ 
 
若有藝術事奉者 
獻呈他們的恩賜及提升有關的修養， 
以致神的子民可 
見證神的美善、獻上感恩及表達悔罪之心…… 
他們是有福的！ 
 
若有藝術事奉者 
為第二條誡命所帶給我們的限制而感恩， 
又為聖經中被神所呼召 
及根據神的吩咐而接受裝備 
以服務會眾的藝術工作者的例子而感恩的 –  
他們是有智慧的！ 
 
若有教會 
感恩地接納 
來自其他世紀及其他文化 
有關信仰的詩歌與藝術作品， 
為教會的大公的特性而歡慶， 
及透過為崇拜創作全新詩歌與藝術作品來 
培養創意 –  
這教會是有智慧的！ 

 
II. 喜樂地宣告神的道 

 
2.1 聖道與聖靈 

若有會眾群體 
以確信與喜樂的心 
宣告神的道， 
亦以帶著期待的禱告穿插其中， 
及深深地為聖靈光照神子民的心及思想的工
作而感恩 –  
這群體是有福的！ 
 

2.2 以基督為中心的道的闊度 
若有會眾群體 
將經文與講道都涵蓋神的道的闊度與深度 
包括舊約及新約； 
又恆常地宣告耶穌基督整全的福音 
以培育信徒 –  
這群體是有智慧的！ 
 

2.3 呼籲休息與見證、公義與和平 
若有會眾群體 
宣告神的道 
去安慰那些哀哭的人， 
去面對那些敵擋神王權統治的人 –  



這群體是有福的！ 
 
若有講道者 
邀請聽眾接受神豐盛的恩典， 
從罪惡及邪惡中回轉， 
轉向基督， 
宣告和平， 
「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
同行」(彌迦書 6:8) –  
他們是有智慧的！ 
 

2.4 抗拒偶像 
若有會眾群體 
在宣告神的道的同時， 
以不同方式主動積極地 
揭示及抗拒兩種偶像： 
我們被引誘去敬拜以取代神的偶像， 
及我們因對神的認識扭曲了而造成的偶像 – 
這群體是有智慧的！ 
 
若有會眾群體 
以凝視耶穌基督的位格與工作、 
「神榮耀所發的光輝，神本體的真像」(希伯
來書 1:3)， 
去挑戰這些扭曲了的偶像， 
這群體是有福的！ 
 

2.5 信條：對信仰的回應 
若有會眾群體 
對所宣講福音 
視之為神的道 
這道亦運行在你們信主的人心中(帖撒羅尼迦
前書 2:13) 
因而帶來認罪與讚美、 
悔改與委身事奉、 
憐憫之心與對公義的熱誠、 
個人及群體的行動、 
以及重新順服與極深的感恩 –  
這群體是有智慧的！ 
 
若有會眾群體 
邀請信徒表達那 
超越並塑造我們個人經歷、 
又使跨文化及世紀的信徒合一的教會信仰； 
並在個別群體生活中見證出神的作為， 
藉著這兩方面以見證神的美善， 
這群體是有福的！ 
 

III. 以禱告及奉獻回應神 
 

3.1 讚美與感恩 
若有教會 
以頌讚與感謝為祭獻與神(參詩篇 50:14；希

伯來書 13:15) 
不單只去稱讚神的美麗與榮耀， 
亦同時細想、敘述並慶賀 
神在歷世歷代所有的作為 –  
這教會是有福的！ 
 
若有會眾群體 
在學習禱告的功課上， 
能參照及學效聖經本身充滿敘事的 
頌讚與感謝的禱告(例：詩篇 136)； 
這群體是有智慧的！ 
 

3.2 藉著聖靈、奉耶穌的名祈禱 
若有教會 
奉耶穌的名祈禱， 
承認我們與已經升天及永在的主聯合， 
這教會是有福的！ 
 
若有敬拜群體 
奉聖靈及透過聖靈祈禱， 
懇切祈求聖靈的恩賜， 
承認當我們祈禱時， 
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 
聖靈乃照著神的旨意替聖徒祈求(羅馬書
8:26-27)， 
而我們是與管轄這幽暗世界的權勢爭戰的(以
弗所書 6:12) –  
這群體是有福的！ 
 

3.3 人類完整的經歷 
若有教會 
參照詩篇的例子， 
鼓勵人向神獻上最真誠與滿有信心的禱告， 
即表達出人類所有不同的經歷： 
「心靈的剖析」4 －  
以話語、頌唱或安靜、 
以舞蹈、戲劇或視覺藝術發出祈禱 －  
表達出歡慶與哀訴、 
交托與絕望、 
禱告與代求、 
感謝與認罪、 
醫治與盼望 –  
這教會是有智慧的！ 
 
若有教會 
不單只為自己的需要祈禱， 
亦同時為神所愛的世界的需要祈禱； 
這教會是有福的！ 
 

3.4 恩賜與奉獻 
若有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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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地以感恩的心 
獻上恩賜、時間與才幹、 
以作為立志與崇拜的行動 – 
這教會是有智慧的！ 
 
若有教會 
確認所有生命的存在都為了事奉神與服侍鄰
舍， 
而信徒是被呼召成為神所有恩賜的管家 –  
這教會是有智慧的！ 
 

IV. 施洗與愛筵 
 

4.1 耶穌吩咐給門徒施洗及慶祝主餐 
若有教會 
忠心地遵從耶穌的誡命： 
「去使萬民作主的門徒， 
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凡耶穌所吩咐的，都教訓他們遵守」(馬太福
音 28:19-20)， 
又「以餅和杯記念我」(路加福音 22:19-20)； 
透過這些象徵行動， 
認明神在其中養育與維持我們的生命、 
安慰與挑戰我們， 
教導與更新我們 –  
這教會是有福的！ 
 

4.2 水禮 
若有會眾群體 
宣認他們的真正身份 
是在耶穌基督裡的 –  
這群體是有福的！ 
 
若有會眾群體 
宣告水禮用的水如何成為象徵及印記， 
表明神的應許要洗淨我們， 
使我們歸入成為基督的身體， 
差遣聖靈更新我們、賜予我們能力 
及使我們在基督裡得以出死入生 – 
這群體是有福的！ 
 
若有會眾群體 
宣告水禮用的水亦成為象徵及印記， 
提醒我們神呼召我們棄絕罪惡與邪惡， 
我們要擁抱基督以及在衪裡面的新身份， 
要過一個被更新與聖潔的生活 –  
這群體是有福的！ 
 
若有信徒群體 
喜樂地慶祝水禮， 
又記念水禮是 
神傾出恩典與鼓勵的途徑 
以幫助我們忠心地活出與神所立的誓約 –  

這群體是有智慧的！ 
 

4.3 主餐 
若有教會 
定期慶祝主餐， 
使之成為感謝、團契與盼望的愛筵 –  
這教會是有福的！ 
 
若有會眾群體 
不單只感恩地記念神在耶穌基督裡創造 
與救贖的工作， 
知道在擘餅時衪的同在， 
亦感恩地接受與耶穌基督及 
與基督的身體聯合的這份禮物， 
又期盼著將來的國度的筵席 –  
這群體是有福的！ 
 
若有會眾群體 
分享此筵席時 
「先分辨基督的身體」－我們雖多，仍為一
個身體， 
以恩典及真理向彼此表達友善的接待(哥林多
前書 11:29-33)， 
以及在那些需要向世界表達友善接待的事工
之中， 
反映出神對我們親切寬容之道 –  
這群體是有福的！ 
 

V. 一群蒙福受差的人奉耶穌的名事奉 
 

5.1 神的差遣 
若有會眾群體 
在接受神賜恩祝福後被激勵， 
又被神滿有恩典的呼召所挑戰， 
要去宣講耶穌的好消息， 
及在世上奉耶穌的名生活，為其他人帶來醫
治 – 
這群體是有福的！ 
 

5.2 每日敬拜 
若有信徒群體 
鼓勵所有信徒每日都敬拜神以培育靈命， 
強調頌讀及默想神的話， 
尋求聖靈的引導， 
獻上頌讚與祈求的禱告， 
頌唱詩章、頌詞、靈歌， 
聆聽神在「完全寂靜」中的聲音，(列王記上
19:12) 
以及在每一刻都活在神的面前 – 
這群體是有智慧的！ 
 

5.3 接待之道與傳揚福音 
若有信徒群體 



不論在集體崇拜或個人生活中 
都友善接待所有人 –  
歡迎及善待陌生人或客人， 
讓貧窮的、被邊緣化的、患病的及被拋棄的 
都能在神翅膀庇蔭下找到避難所 –  
這群體是有福的！ 
 
若有信徒群體 
邀請及挑戰所有人成為耶穌的門徒， 
接受水禮及在信仰上得到培育(馬太福音
28:19) –  
這群體是有福的！ 
 

5.4 在崇拜中接受培育 
若有會眾群體 
邀請及挑戰所有信徒， 
不論其年齡及能力， 
都要「在我們主─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和知
識上有長進」(彼得後書 3:18) –  
這群體是有智慧的！ 
 
若有會眾群體 
令經文、教義、實踐行動及聖靈的果子之間 
更能發揮互動作用 –  
這群體是有福的！ 
 
若有會眾群體 
反省及將崇拜實踐行動的意義教導會眾 
令崇拜更有深度 –  
這群體是有智慧的！ 
 

5.5 崇拜、憐憫與公義 
若有會眾群體 
所舉行的公開崇拜 
指向耶穌基督， 
及耶穌所傳有關於神國度的信息 – 
這群體是有福的！ 
 
若有會眾群體 
所舉行的集體崇拜及其公開見證 
都是一致而又忠於神的道， 
而其崇拜與見證亦成為聖靈工作的明證 – 
這群體是有福的！ 
 
若有會眾群體 
尋求聖靈釋放的工作－ 
只有聖靈才可突破偽善， 
及透過聖靈 
公義與和平、崇拜與見證才可以實存 –  
這群體是有福的！ 
 

5.6 主必快來：崇拜與基督徒的盼望 
若有會眾群體 

不滿意只留心當下的生活， 
而在其崇拜中表達出 
宇宙萬物對神在耶穌基督裡 
那完全的統治的呼求 – 
這群體是有福的！ 
 
若有會眾群體 
其生命整體上可以 
用帶有確定盼望的禱告「主必快來」－ 
「主耶穌，請來」(啟示錄 22:20)作為總結 –  
這群體是有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