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拜三一真神：
接受和分享各地历代基督徒的智慧(2010 版)
简介
纵观东西方世界各地文化，分享智慧箴言是很常见的做法；在跨文化、跨时代及跨世纪的口头以及书
面形式的交流学习中，这种分享形式更是再适合不过了。智慧分享在圣经文学中占有相当比重，包括
箴言、箴言式的诗篇、耶稣的八福、以及保罗的一些劝勉等。分享智慧是为了强健基督的身体－即教
会。因此，对“普世改革宗教会联盟”
（World Communion of Reformed Churches，WCRC）这样一个普
世基督徒团契来说，分享智慧便是其中心任务。如果各教会所分享的是忠于圣经智慧的演绎，是对真
道及“神的智慧”
（林前 1:24）信实的见证，那么这些分享就象征了五旬节，而不是巴别塔——是圣灵，
那“赐人智慧的灵”
（弗 1:17）的恩赐。
我们收集这一系列有关基督教崇拜实践的智慧箴言，旨在建立基督的身体，使其能忠心于服侍及事工。
这些箴言由改革宗信徒汇总形成，既是大公的结集，反映其对一众圣而公之使徒教会的参与；亦是特
定的作品，反映普世改革宗教会独特的历史、神学认信及实践。这份文件为响应两份决议而起草，这
两份决议是分别在“世界归正教会联盟“（World Alliance of Reformed Churches, WARC）于 2004 年在加
纳的亚克拉市召开的大会上，以及“普世改革宗协会”
（Reformed Ecumenical Council, REC）于 2005 年
在荷兰的乌得勒支市的大会上通过的。随后，两个组织的成员教会便一直进行沟通交流。这份文件由
在美国密歇根州大溪城（Grand Rapids，Michigan, USA）举行的 WCRC 联合理事会的崇拜策划组负责撰
写，并咨询了世界各地改革宗教会内外的牧者、教师及其他领袖等，由联合理事会的崇拜与灵命更新
部作最后修订。
这份文件旨在呈现一个关乎崇拜及灵命更新的异象，从而使我们在这二者之中获得更深入、更活泼的
表达。我们无意将一套做法强加于成员教会，亦非表明成员教会已经将这些智慧在崇拜中完全体现出
来。这份文件有以下用途：
1. 这份文件可用于特定教会或宗派，引发他们在本土崇拜实践的恩赐、挑战、优劣方面的对话。带领
这些对话的人，可以在读过每一句智慧箴言之后，稍作停顿后提问：
“在实践这句智慧箴言方面，
神赐给我们哪些恩赐？”，
“神呼召我们以什么方式更信实地去实践这句智慧箴言？”以及“我们还
可以采用什么其他方式，在我们的实践中表达与这个主题相关的智慧？”我们希望每一句箴言，都
可引发对话，使彼此共同探索神学认信与实践之间的关系。这些对话中包含的见证与属灵看见，对
我们在任何处境下开展富有果效的事工，都是不可或缺的。
2. 这份文件可引发来自不同文化处境的教会、宗派及信徒之间的对话。带领对话的人可在读过每一句
智慧箴言后，稍作停顿后提问：
“在我们特定的文化处境中，神赐下怎样的恩赐去实践这句智慧箴
言？”以及“这样的分享学习让我们有什么亮光，使我们在自己的独特文化处境中，可以更加真切
地实践这句智慧箴言？”
3. 这份文件邀请我们进行集体性的深入研究，对现有版本进行修订。每一句智慧箴言都是对某一领域
研究及基督徒反思的汇总，吸取了释经学、神学反思及历史研究的成果。若我们持续反思作忠心门
徒所面临的挑战，便可以使每句智慧箴言都更为精炼。所以，这一系列并不是最终或完整的版本，
而是开放性的，任何成员教会或大公伙伴教会都可以用自己的塑材丰富其内容。将来 WCRC 的会议
亦可对其进行修订，增加箴言以应对未来会出现的独特挑战。
但是，这些用途的最终目的并不是单纯协助对话的进行，或获得一份更完善的文件。最终目的乃是要
靠圣灵的能力激发出对三一真神诚实与感恩的敬拜。愿神的灵祝福这些话语及所有竭力思考这些话语
的人，好让基督的教会被坚立。
备注：这个版本中所使用的“教会”
、
“会众群体”及“信徒群体”等概念是可以互换的，以反映成员教会所使用不同的名称。
“有福的”及“有智慧的”这两组概念在全文穿插出现。
“有福的”特别用于表达我们遵行圣经教诲时是蒙福的，而“有智
慧的”用于表达成员群体在分辨神的旨意时所作的判断。我们预期在未来的日子，这些概念也会因着众教会的反馈而得到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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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蒙召得赦的子民：奉主耶稣的名聚集
这样的会众群体是有福的：
他们邀请所有敬拜者－
包括那些在我们文化中
可能以不同方式被称作“残疾”的人－
进入全人、有意识及主动的集体崇拜，
全心全意全力地奉献给神，
深切地认识到他们个人的敬拜
汇成一组宏大的对神的颂歌。

1.1 三一真神的呼召
这样的神的子民是有福的：
他们深切地意识到，
呼召我们并接受我们称颂的，都是那
三一真神：
圣父、圣子及圣灵，
透过圣言与圣灵，
召聚、保护及关爱教会1－
而这光辉威荣的神，
在耶稣基督，即“不能看见之神的像”(西 1:15)
里完全彰显。

这样的会众群体是有福的：
他们在崇拜中表达出
在基督身体内的联合、
圣灵以和平联络的合一、
及神呼召并赐予我们的同一，
使不同年龄及不同时空的信徒联合起来，
共享神的灵在基督里的同一呼召2。

这样的信徒群体是有福的：
他们心怀感恩地认定：
三一神不单接受我们的敬拜，
并使我们的敬拜成为可能。
祂透过圣灵催促我们、
籍着主耶稣基督这位完美无瑕的祭司，
洁净我们的奉献。
耶稣在世时，
“被圣灵感动就欢乐”
“向父”献上颂赞(路
10:21)，即使现在衪亦是“长远活着，替他们
祈求”(来 7:25)！

1.3 圣灵
这样的敬拜群体是有智慧的：
他们能认识到圣灵的工作
通过理性也通过感性；
通过属灵操练也通过突发事件；
通过在祷告中筹划的礼拜，
也通过即兴的发现。

这样的会众群体是有福的：
他们坚信信徒聚集敬拜神，
首先不是因为要得着神的祝福，
而是因为神已经祝福了他们。

这样的敬拜群体是有智慧的：
他们能意识到崇拜的持久价值或属灵力量
并不取决于我们自已的创意、
想象力、智力或情感，
而来自于圣灵，
圣灵决定是否使用其中一种或全部因素，
因为崇拜本是我们领受的恩赐，
而非我们要取得的成就。

这样的会众群体是有福的：
他们发现在敬拜三一神时，
神实在地祝福了他们：
因三一真神喂养、教导、使人认信及归正，
并透过宣告圣道及公祷
这些使我们成圣的行动、
透过洗礼与圣餐、
透过团契、奉献与见证，
强化信徒与耶稣基督及彼此之间的连系。

1.4 肯定与抵制文化
这样的教会是有智慧的：
他们寻求“在”世而不“属”世(约 15:19)，
抵制文化中那些有损福音整体性的因素，
同时积极参与文化，将其与耶稣基督福音的
好消息接合，
因耶稣基督临在每一个文化，
却不受任何文化所限。

1.2 集体崇拜－全体神的子民
这样的敬拜群体是有智慧的：
他们坚信“不可停止聚会”(来 10:25)，
却要奉耶稣之名欢欣聚集，
热心宣扬神的道、
献上颂赞与祷告，
并奉行圣礼 –
这些行动都是全体神的子民
－“君尊的祭司”(彼前 2:9)的行动。

因此，这样的教会是有智慧的：
他们因着耶稣的福音同时是
超文化、处境化、
跨文化及对抗文化的而感恩。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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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路德宗全球联合会内罗毕崇拜与文化宣言》( Lutheran
World Federation Nairobi Statement on Worship and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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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贝尔哈海德堡信仰告白》(Belhar Heidelberg
Confession)。

2

1.5 被赎万物的美善
这样的会众群体是有智慧的：
他们清晰表明其崇拜
参与被造万物的赞美颂歌。

他们感恩地接纳
来自于不同时代与文化中
关乎信仰的诗歌与艺术作品，
为教会的大公特性而欢庆，
并创作新的敬拜诗歌与艺术作品来
培养创造力。

这样的会众群体是有智慧的：
他们为崇拜是可以体现的现实而欢庆，
为那些表达赞美与祈求的
动作及姿势而感恩，
感谢神所命定我们使用的
圣经、水、饼与杯
都是神赐给衪子民的礼物。

II.

喜乐地宣讲神的道

2.1 圣道与圣灵
这样的会众群体是有福的：
他们带着信心与喜乐
宣讲神的道，
充满期盼地祷告，
并深深地为圣灵光照神子民心思意念的工作
而感恩。

1.6 带领神的子民
这样的信徒群体是有智慧的：
他们呼召、训练、肯定、并回应
那些具有领袖恩赐的信徒，
无论他们的性别、年龄、种族、能力如何，
都在崇拜神学及实践方面为他们提供建造性
的培训与辅导。

2.2 以基督为中心的道的广度
这样的会众群体是有智慧的：
他们的读经与讲道同时涵盖圣言的广度与深
度，
包括旧约与新约；
又恒常地宣告耶稣基督的全备福音，
借此培育信徒。

这样的崇拜领袖是有智慧的：
他们装备教会所有信徒，
使他们能全人地、有意识地、积极地参与崇
拜(参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
并关心爱护那些尚未加入教会，成为基督身
体一部分的人，
向他们表达友善。

2.3 呼吁休息与见证、公义与和平
这样的会众群体是有福的：
他们借宣讲神的道
去安慰那些哀哭的人，
对抗那些敌挡神主权的人。

1.7 艺术表达
这样的会众群体是有福的：
他们在宣讲神的道
及献呈祷告与赞美时，
不仅通过言语，
亦透过艺术形式去表达：
运用神赐给每个地方教会
在音乐与舞蹈、
语言与静默、
视觉艺术与建筑方面的恩赐。

这样的讲道者是有智慧的：
他们邀请听众接受神丰盛的恩典，
从罪与恶中回转，
转向基督，
宣告和平，
“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
同行。”(弥 6:8)。
2.4 抗拒偶像
这样的会众群体是有智慧的：
他们在宣讲神的道时，
以不同方式主动积极地
揭示及抗拒两种偶像：
那些引诱我们去敬拜的神以外的偶像，
以及因我们对神的扭曲认识而造成的偶像。

这样的艺术家是有福的：
他们使用并培植自己的恩赐，
使神的子民得以
见证神的美善、献上感恩及表达悔罪之心。
这样的艺术家是有智慧的：
他们既为第二条诫命所带给我们的限制而感
恩，
又感恩于圣经中艺术家的榜样，
那些人蒙神呼召，由神的子民预备，
照神的吩咐服事（出 35:30 及以后各节）
。

这样的会众群体是有福的：
他们深思耶稣基督的位格与工作，
认定“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
真像”(来 1:3)，
借此挑战这些扭曲的认识。

这样的教会是有智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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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信条：信心的回应
这样的会众群体是有智慧的：
他们将所宣讲的福音
视为神的道
这道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帖前 2:13)，
生发出认罪与赞美、
悔改与委身事奉、
怜悯与对公义的热诚、
个人及集体行为、
以及新的顺服与无尽的感恩。

以话语、歌唱或静默、
舞蹈、戏剧或视觉艺术献上祷告，
表达出欢庆与哀求、
信靠与绝望、
祈求与代求、
感恩与认罪、
医治与盼望。
这样的教会是有福的：
他们不单为自己祷告，
亦同时为神所爱的世界祷告。

这样的会众群体是有福的：
他们邀请信徒通过两方面见证神的美善：
既表达信仰，这信仰超越并塑造我们个人经
历，又使不同文化、不同时代的信徒合一；
也在当地群体生活中见证出神的作为。
III.

3.4 恩赐与奉献
这样的教会是有智慧的：
他们以感恩的心
献上恩赐、时间与才干，
以此行动作为奉献与崇拜。

以祷告及奉献回应神
这样的教会是有智慧的：
他们确信生存的意义就是为了事奉神与服侍
邻舍，
信徒蒙召要发挥神所有的恩赐。

3.1 赞美与感恩
这样的教会是有福的：
他们以颂赞与感谢为祭献给神(参诗 50:14；
来 13:15)，
不只去颂扬神的美好与荣耀，
亦细想、叙述并庆祝
神在历世历代的所有作为。

IV.

4.1 耶稣吩咐给门徒施洗及领受主餐
这样的教会是有福的：
他们忠心地遵从耶稣的诫命：
“去使万民作主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耶稣所吩咐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太 28:19‐20)，
又“以饼和杯记念我”(路 22:19‐20)。
透过这些象征，
认明神在其中滋养与维持我们的生命、
安慰与挑战我们，
教导与更新我们。

这样的会众群体是有智慧的：
他们参照并学习圣经叙事中原有的
颂赞与感恩的祷告(例：诗 136)，
以此形成自己的祷告。
3.2 借着圣灵、奉耶稣的名祷告
这样的教会是有福的：
他们奉耶稣的名祷告，
承认我们与升天并永在的主联合。
这样的敬拜群体是有福的：
他们在圣灵里并通过圣灵祷告，
祈求圣灵的恩赐，
承认当我们祷告时，
有圣灵帮助我们的软弱，
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我们祈求(罗 8:26‐27)，
与管辖这幽暗世界的权势争战(弗 6:12)。

4.2 洗礼
这样的会众群体是有福的：
他们宣认自己的真正身份
是在耶稣基督里。
这样的会众群体是有福的：
他们宣告洗礼用的水是象征及印记，
表明神应许
要洁净我们，
使我们归入基督的身体，
并差遣圣灵更新我们、赐予我们能力，
使我们在基督里得享复活的新生命。

3.3 人类的完整经历
这样的教会是有智慧的：
他们效法诗篇，
鼓励人通过向神献上诚实与信靠的祷告，
表达出人类所有不同的经历，
就如同“灵魂的解剖学”4，
4

施洗与爱筵

这样的会众群体是有福的：
他们宣告洗礼用的水是象征及印记，

“灵魂的解剖学”一词来自约翰·加尔文所著诗篇释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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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款待与传扬福音
这样的信徒群体是有福的：
他们不论在公共崇拜还是个人生活中
都热情款待，
欢迎、善待陌生人与客人，
让贫穷的及被边缘化的、患病的及被抛弃的
都能在神翅膀的荫下找到避难所。

表明神呼召我们弃绝罪恶，
拥抱基督以及我们在衪里面的新身份，
过更新与圣洁的生活。
这样的信徒群体是有智慧的：
他们喜乐地庆祝洗礼，
记念洗礼是神倾出恩典与劝勉的途径，
帮助我们活出与神所立信实的誓约。

这样的信徒群体是有福的：
他们邀请、挑战所有人成为耶稣的门徒，
接受洗礼与信仰教导(参太 28:19)。

4.3 圣餐
这样的教会是有福的：
他们定期庆祝圣餐，
使之成为感恩、团契与盼望的爱筵。

5.4 在崇拜中接受培育
这样的会众群体是有智慧的：
他们邀请、挑战所有信徒，
不论其年龄及能力，
都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
上有长进”(彼后 3:18)。

这样的会众群体是有福的：
他们不单感恩地记念神在耶稣基督里创世
与救赎的工作，
知道在擘饼时衪的临在，
亦感恩地接受与耶稣基督及
与基督的身体联合的这份礼物，
期盼着将来在神国度里的筵席。

这样的会众群体是有福的：
他们令经文、教义、实践及圣灵的果子之间
发挥建造信心的互动作用。

这样的会众群体是有福的：
他们分享此筵席时
“先分辨基督的身体”－我们虽多，仍为同
一个身体，
以恩典与真理向彼此表达善意(林前
11:29‐33)，
并在这些事工之中，
反映出神对我们亲切宽容之道。
V.

这样的会众群体是有智慧的：
他们通过对崇拜实践意义的反思与教导
深化崇拜。
5.5 崇拜、怜悯与公义
这样的会众群体是有福的：
他们的公共崇拜指向耶稣基督，
及耶稣所传的天国的信息。

圣徒蒙福受差、奉耶稣的名事奉
这样的会众群体是有福的：
他们的公共崇拜与公众见证
彼此一致
且忠于神的道；
其崇拜与见证亦成为圣灵作工的明证。

5.1 神的差派
这样的会众群体是有福的：
他们受神恩典的赐福激励，
接受神恩典的呼召所带来的挑战，
要去宣讲耶稣的好消息，
并在世上奉耶稣的名生活，
为其他人带来医治。

这样的会众群体是有福的：
他们寻求圣灵释放的工作，
唯有圣灵才可打破伪善，
透过圣灵，
公义与和平、崇拜与见证才可以实存。

5.2 每日敬拜
这样的信徒群体是有智慧的：
他们培育信徒的灵命，
鼓励所有信徒每日敬拜，
强调读经及默想神的话，
寻求圣灵的引导，
献上颂赞与祈求的祷告，
颂唱诗章、颂词、灵歌，
聆听神在“完全寂静”中的声音 (王上
19:12) ，
每一刻都活在神的面前。

5.6 主必要来：崇拜与基督徒的盼望
这样的会众群体是有福的：
他们不满足于只活在当下，
而在其崇拜中表达出
宇宙万物对神在耶稣基督里
那完全主权的呼求。
这样的会众群体是有福的：
他们的全部生命归结为“主必要来”这一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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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中确定无疑的盼望－
“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启 2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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