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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是人信仰生活的高峰

希伯来文： hishtawah

希腊文： proskynein

鞠躬、吻手之意，表示谦卑

俯伏跪拜

➢敬拜的场所

➢敬拜神的资格

➢敬拜神的要求

➢敬拜神的喜乐和领受福气



•神的教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谁能进耶和华的殿？

•敬拜者的喜乐和福气是什么？



耶路撒冷和锡安山

防御工事

平安根基

橄榄山锡安山



1 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
安就哭了。

2 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
3 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
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
一首锡安歌罢！

4 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

5 

137：1-6



你们当

锡安，

四围 ，

城楼，

她的外郭，

她的宫殿，

为要 到后代。

因为这神永永远
远为我们的神；
他必作我们引路
的，直到死时。

诗篇 48:12-14

耶和华本为大！

在我们神的城中，在
他的圣山上，该受大
赞美。

锡安山—大君王的城，
在北面居高华美，为
全地所喜悦。

神在其宫中，

自显为避难所。

诗篇 48:1-3

4 看哪，众王会合，一同经过。

5 他们见了这城就惊奇丧胆，急忙
逃跑。

6 他们在那里被战兢疼痛抓住，好
像产难的妇人一样。

7 神啊，你用东风打破他施的船只。

8 我们在万军之耶和华的城中 ─ 就
是我们神的城中 ─ 所看见的，正如
我们所听见的。神必坚立这城，直
到永远。（细拉）

9 神啊，我们在你的殿中想念你的
慈爱。

10 神啊，你受的赞美正与你的名相
称，直到地极！你的右手满了公
义。

11 因你的判断，锡安山应当欢喜，
犹大的城邑（原文是女子）应当快
乐。



• 耶和华的宝座
耶和华在锡安为大；
他超乎万民之上。 '

诗篇 99:2

• 耶和华的居所
在撒冷有他的帐幕；
在锡安有他的居所。

诗篇76：2

• 耶和华显现的地方
因为耶和华建造了锡安，
在他荣耀里显现。

诗篇 102:16

• 赞美耶和华

耶路撒冷啊，

你要颂赞耶和华！
锡安哪，
你要赞美你的神

诗篇 147:12

• 耶和华从锡安发光
从全美的锡安中，神已经
发光了。

诗篇 50:2

• 传扬耶和华
使人在锡安传扬耶和华的名，
在耶路撒冷传扬赞美他的话，

诗篇102:21'

• 耶和华的圣山

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
我的圣山上了。

诗篇 2:6





麦种圣经注释系列麦种圣经注释系列









谁能进耶和华的殿？



进入耶和华的殿中，屈身敬拜



敬拜中的献祭、奉献

16. 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
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

17. 神所要的祭就是 ；神
啊， ，你必不轻
看。

18. 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建
造耶路撒冷的城墙。

19. 那时，你必喜爱 和燔
祭并全牲的 ；那时，人必
将公牛 在你坛上。'

20. 诗篇 51:16-19

6. 我要把 献给你。
耶和华啊，我要称赞你的名；
这名本为美好。

诗篇 54:6

23. 凡 的便是荣耀我；
那按正路而行的，
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

诗篇 50:23

8. 要 ，
拿 来进入他的院宇。

诗篇 96:8

2. 愿 如香陈列在你面前！
愿我举手祈求， ！

诗篇 141:2



敬拜中领受的祝福
1. 愿 神怜悯我们，

赐福与我们，
用脸光照我们，

2. 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
万国得知你的救恩。

3. 神啊，愿列邦 称赞你！
愿万民都称赞你！

4. 愿万国都快乐欢呼；
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

引导世上的万国。
5. 神啊，愿列邦 称赞你！

愿万民都称赞你！
6. 地已经出了土产；
神—就是我们的神
要赐福与我们。

7. 神要赐福与我们；
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

诗篇 67:1-7

➢为神的赐福祷告 (1-2）

➢为纳入万民祷告 (3)

➢为神的治理祷告 (4)

➢为纳入万民祷告 (5)

➢为神的赐福祷告 (6-7)

麦种圣经注释系列



深切渴慕耶和华的殿宇

（可拉後裔的诗，交与伶长。用迦特乐器。）

1. 万军之耶和华啊，你的居所何等可爱！

2. 我羡慕渴想耶和华的院宇；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 神呼吁。

3. 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 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
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

4. 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细拉）

5. 靠你有力量、心中想往锡安大道的，这人便为有福！

6. 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
了全谷。

7. 他们行走，力上加力，各人到锡安朝见 神。

诗篇 84:1-7



深切渴慕耶和华的殿宇

8. 耶和华—万军之 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 神啊，
求你留心听！（细拉）

9. 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

10.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 神殿中
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棚里。

11.因为耶和华— 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
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

12.万军之耶和华啊，倚靠你的人便为有福！’

诗篇 84:8-12



结构

A。渴慕万军之耶和华的院宇（1-4）
B。朝圣之旅的福分 （5-7）
C。祷告求神赐福君王 （8-9）

D。诗歌的赞美 （10-11）
E。神的赐福 （12）

麦种圣经注释系列



渴慕万军之耶和华的院宇（1-4）

1. 万军之耶和华啊，你的居所
！

2. 我羡慕渴想耶和华的院宇；我
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 神
呼吁。

3. 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
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
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
着抱雏之窝。

4. 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
他们仍要赞美你。（细拉）

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
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

I’ve always longed to live in a place like this,
Always dreamed of a room in your house,
where I could sing for joy to God-alive!

(MSG)



朝圣之旅的福分 （5-7）

5. 靠你有力量、心中想往
锡安大道的，这人便为
有福！

6. 他们经过「流泪谷」，
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
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
谷。

7. 他们行走，力上加力，
各人到锡安朝见 神。

➢靠你有力量、
➢心中想往锡安大道的
（心中的赞美）
➢经过「流泪谷」

神的恩典使软弱的成为刚强的，
在成圣的路上行走力上加力



祷告求神赐福君王（8-9）

8. 耶和华—

万军之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

雅各的神啊，求你留心听！

9. 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

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

赐给受膏者
➢日头的恩惠
➢盾牌的荣耀
➢正直人的好处



神的院宇是最美、最安全的地方（10-12）
10. 在你的院宇住一日，

胜似在 ；

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

不愿 。

11.因为耶和华—

神是日头，是盾牌，

要赐下恩惠和荣耀。

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

12.万军之耶和华啊，倚靠你的人便为有福！



课程总结

✓敬拜的场所（耶路撒冷，锡安山，耶和华的殿）

✓敬拜神的资格（谁能进入耶和华的殿）

✓敬拜神的要求（敬畏的心、听神的话、颂神的作为、
献祭、奉献）

✓敬拜神的喜乐和领受祝福



停一停，想一想

✓神的教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谁能进耶和华的殿？
✓神对敬拜者的要求和希望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