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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embering Reverence

牢记敬畏

作者：道格·巴契勒 牧师
奇妙真相：一国的国旗，乃是其独立自主的象征，理当受人的尊敬。美国有个网站，专门提供公民需要遵守的
国旗礼节标准。其中包括：不可向任何人行点旗礼（点旗礼起源于奥运会，当代表团进场并经过主办国的最高元首
时，要放低手中举着的国旗，以示尊敬。
）
；不可用作任何装饰、广告或商标；不可成为任何服饰的一部分；不可用
作任何东西的容器；降旗时必须保持洁净，不可让国旗的任何一部分落地，或者碰到其它东西，必须敞开双臂接住
国旗，并整齐庄重地将其折好。对比之下，我们对待上帝的圣言，又当如何呢？

有些东西需要学习
在最近一次去智利的旅行中，有位朋友带我参观了一些古老的教堂。实际上，在拉美地区的所有城镇，都有一
个以某座教堂为中心的广场。每次进入这些小教堂，外面的一切喧嚣就会戛然而止，真惊奇于那里的气氛与外面充
斥的车水马龙，和市场上小贩叫卖的喧嚣街道是多么地截然不同，天壤之别！在教堂里，人们被一种庄严肃静所包
围。有时会有少许的人在那里祷告，但他们仍然让整个教堂保持特别敬虔的氛围。
在这些教堂里，人们都有一种坚不可摧的观念——上帝是神圣的。上帝当备受敬畏；你需要恐惧战兢地来到祂
的圣颜之前。我想，今日是否某些教会因忽视了敬畏的表现，而正在丧失基督徒真崇拜的一个重要方面。相信在末
世，上帝有一个有关敬畏的特别信息，要传给世人。

一个重要的末世信息
在启示录 14:7 节，我们听到了三天使信息中的第一个信息；这是一个特别的警告：
“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
祂！
”
我们时常将“敬畏 fear”这个单词理解成恐惧——害怕的意思。但是这里的“敬畏”一词的希腊文原文是“phobeo”。
它并非单指害怕某种东西——比如幽闭恐怖症或是对其它事物的恐惧。根据圣经原文字典，这个词也可翻译为
“对……感到畏惧、尊敬、极度害怕，并且敬畏。”
我相信上帝是在告诉我们，在末时，教会要教导世人——敬畏他们的创造主。但在很大程度上，教会自身已经
失去了敬畏的态度。敬畏这个词，乃是“一种深层次的畏惧、尊敬、时常去爱、崇敬、尊荣”。圣经告诉我们，在
人类骄傲和堕落之心中，是不会产生真正的敬虔的。为了圣事，人们必须受到有关敬虔的教导。
因此，让我们来谈谈作为基督徒，可以更好地彰显和表达我们对上帝敬畏之心的一些领域。提多书 2:1-7 说：
“但
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劝老年人要有节制、端庄（敬虔）
、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疵。
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好指教少年妇人，······正直、端庄（敬虔）。”
（这里的端庄原文皆为“敬虔”
之意。）显然，这些经文表明，上帝要我们更加敬虔、更加谦卑，并且更加敬畏上帝并尊敬他人。耶和华以色列的
上帝说：
“……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
（撒母耳记下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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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畏是幸福和力量
敬拜是圣经的中心主题。
“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忌邪的上帝，名为忌邪者。”
（出埃及记 34:14）
。在敬拜
时表现出敬畏尤为重要；它证明你心中所敬拜的那一位是何等伟大。当我们敬畏上帝的时候，魔鬼便咬牙切齿。他
要我们对神圣的事物存奚落、嘲讽和漠不关心之心——也就是与敬虔截然相反的心态。如果我们不刻意地努力将敬
畏牢记于心，撒但就会施展他所有的伎俩，来凿掉我们崇拜的根基——这根基就是对上帝敬畏和对祂伟大所存的尊
崇之情。
敬畏并不会让人感到压抑或忧郁，
（除非人不是来朝见上帝，而是到圣殿中参赴人的聚会。
）箴言 28:14 说：“常
存敬畏的，便为有福。
”难道那不是福音吗？常存敬畏不应该会在你的敬拜经验上投下一层阴影，反而会增加你敬
拜经验上的那种真实幸福感。
有人说过：“敬畏是力量的一种标志，不敬畏是一种虚弱的真实表现。没有一个嘲讽神圣之事的人会升高。真正
的力量可以在敬畏之中得以验证。“这种敬畏的力量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得以体现。

祂名的含义
“他们当称赞祂大而可畏的名；祂（的名）本为圣！
”——诗篇 99:3
首先，让我们来考查一下有关敬畏的首要的标志：上帝的名。诗篇 111:9 节说：
“祂的名圣而可畏”
。有次我参加
不同宗派牧师的一个聚会，他们给了我一张名片，上面写着“尊敬（可敬）的巴契勒”
。——看上去就是一个颇具
矛盾的修饰，不是吗？有这张名片，我感到实在不舒服。我因想起了诗篇 111 篇的经文而感到惭愧，所以，随后我
翻过名片，并在背面写上“道格牧师”。那样听起来才更符合我的身份。
最近这几年，人们在极度的强调耶稣作为我们朋友的身份。祂的确是我们的朋友。
“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
是我的朋友了。
”
（约翰福音 15:14）但是祂也是我们的创造主和宇宙的君王，我们切不可忘记这点。我相信，这种
对于耶稣是我们彼此熟悉之老朋友的过分强调，已经降低了对祂应有的敬畏和崇拜之情。我相信，天使们会对基督
徒在某些时候，从口中流露出有关上帝的轻浮或不经意的言辞而感到伤心。
“妄称上帝之名”的确是一种不敬的象征。我有一位俄国朋友，二战期间他在日本做翻译，负责宣读天皇所发
出的信息。他说：
“对于一般的日文内容，我会按平常的日文语调。但是当我遇到天皇的讲话时，就会用一种完全
不同的语调。”实际上，他们已经受训要用那种语调，也就是听起来像“神在说话”的语调。同样的，我们切不可
用开玩笑或是轻率的方式，来论及上帝的名。
我们的口中，应该总是用严肃的方式论及上帝的名——因为祂是宇宙中最高的统治者。我们需要敬畏祂的名。
当其他犹太人都在崇拜金牛犊的时候，出于敬畏上帝之名，利未家拒绝加入，所以他们蒙上帝捡选成为祂的祭司。
（参见 出 32:26）
“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尊敬）
我的名。”
（玛拉基书 2:5）
奥古斯丁说过：“如果你敬畏上帝，祂并不因而更伟大，但是如果你服侍祂，你就因而更伟大。”敬畏上帝的
圣名不会使上帝更圣洁——祂的伟大不被你的所说所想所左右，但你敬畏他的圣名，就因而更加伟大。

祂的圣言
“因祢使祢的话显为大，过于祢所应许的（或作：超乎祢的名）
。”——诗篇 1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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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圣经说，上帝将自己的圣言抬高于自己的圣名之上。因此，我们必须带着特别敬虔之心，来对待《圣
经》，也就是祂的圣言。我见过有传道人在讲道时，将《圣经》放在手中摇晃、重拍，并且甩来甩去，就好像它是
某个微不足道的讲台道具。
《圣经》并不只是某种基督徒的“政策手册”
。它是一本来自上帝的神圣启示。
在家中，你不可把什么东西放在《圣经》上。难到你会这样对待你所爱之人的照片么？当然不会的！
《圣经》也
是如此：它是上帝写给我们的神圣的情书。在我们的家中，要为孩子们树立敬畏上帝圣言的榜样，且每天都要《读
经》
。
在萨克拉门托教会，人在读《圣经》时，都会站起来。这样做是根据尼希米记 8:5 节，当以斯拉在众民眼前展开
这书，他们都出于对《圣言》的尊敬而站了起来。当你向某个尊贵之人致敬时，你不是也站起来么？这是一种尊重。
因此，当上帝准备要发言的时候，难道你不会向祂表露丝毫的敬意吗？
《圣经》是一本圣书；它的经文是宝贵的。我们必须清晰准确的朗读它们。请牢记启示录诅咒那些改变上帝圣
言的人。
（启示录 22:18, 19）
请你也回顾一下，当上帝将十诫交付祂的百姓时，祂是如何极度重视祂的圣言——这些圣言被放在一个金箱子，
也就是约柜中，且置于圣殿的中心，也就是被称为至圣所的地方。实际上，十诫的每一条都要求人敬畏：它们涉及
敬畏上帝的地位、位格、圣名和祂的安息日，也提到要尊重父母，尊重生命、婚姻、真理和财产。
上帝在《圣经》中给我们的信息，充满了敬畏，因此我们要向祂的圣言表露出祂所期望的敬畏，这也是创造主
配得的。

在崇拜中显出尊荣
“祂在圣者的会中，是大有威严的上帝。”——诗篇 89:7
以赛亚书 6:1-8 节，描述了以赛亚悔改的经历，他看到上帝坐在高高的神圣宝座上，上帝的声音使整个殿宇震
动起来。六个翅膀的撒拉弗在上帝宝座旁盘旋，他们遮着脸和脚，不断地唱着“圣哉！圣哉！圣哉！”（就好像那
首美妙的赞美诗！
）有人说三个圣哉分别是归给圣父、圣子、和圣灵。在《圣经》中，只要上帝说了三遍，祂就是
在强调其永恒的性质。在以赛亚看到这幕威严的情景时，他的反应就是俯伏仆倒在上帝面前(我们相信他不会站着)
说：“祸哉!我灭亡了！”请你不要错过这个真理——上帝的圣洁形象使得先知以赛亚悔改并且呼救！我们若在敬
拜中表现出不敬，那么整场崇拜中使人悔改的感化力就被削弱了。上帝向但以理和使徒约翰显现时，他们也都俯伏
在地。
如果大能的上帝现在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会幸存下来么？祂对摩西说：“因为人见我的面
不能存活，”那就是为什么祂将摩西放在磐石穴中，用手遮掩摩西的眼睛，让摩西不能见到上帝的圣颜。圣经说人
将来会在某天看到天父上帝，但是现在我们处于不洁净的状况，我们无法承受上帝的强烈荣光。这是那最荣耀、最
强劲、最大而可畏的存在！当我们一同来崇拜祂的时候，必须存着敬畏之心在祂面前。
在敬拜中的敬畏，也表现在我们的态度和行为上。成人们在教堂中坐要端正，不能将脚跷在教堂的长凳上或者
无精打采好像散了骨架一般。
我相信，我们还必须在自己的服饰上端庄。这并不是说你必须穿上昂贵的服饰来表示敬虔——《圣经》并没有
这样的教训。但是《圣经》的确教导我们，必须干干净净地来到主的面前。当上帝赐下祂的律法时，祂告诉百姓：
在你们面见耶和华之前，必须自洁洗衣服。
（出 19:10）再者，如果我们有上好的衣服——那就穿上最好的一件来见
上帝。有些人一个星期中六天都是穿西装，但是他们一到教会就穿运动装。如果那就是你所拥有的最好衣服，还说
得过去。但是你不要将“残羹剩菜”坏东西献给上帝！难道比起你的创造主，你的老板更值得尊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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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我们时常牢记这样的敬畏之心，否则就确实有危险，我们敬虔之感就会消失。你如何敬拜上帝很大程度上
说明你对祂的认识。如果我们用一种无礼轻慢的态度敬拜上帝，我们就会向不信者传递一种降低上帝伟大本性之概
念的信息。约瑟夫（历史学家）在他的作品中说：
“犹太人的圣殿被地上各国所敬重。”你可以借着观察人们整理对
待自己房子的态度来得出许多有关这些人的为人，难道你不能吗？一个家庭的前院就可以告诉人这个家庭内部的许
多信息。

静黙
“你到上帝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近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你在上帝面前不可冒
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上帝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传道书 5:1, 2
我们可以在敬拜中表现出许多方式的敬畏，通过安静地思考和聆听就是其中之一。例如，我们在教会中所讲的
话要少并且精炼。儿童必须被教导要安静地坐着。
（我有多个孩子；我知道那是一种挑战！）人们切勿在庄严的聚会
时突然讲话并且大声嚷嚷。你知道，学习该说话的时候说话，该安静的时候闭口，不言是一种重要的明智表现。“惟
耶和华在祂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祂面前肃敬静默。”（哈巴谷书 2:20）
有时，当上帝的圣言正被宣告的时候，我知道魔鬼正蓄意借着吵闹的儿童和好动的青年人，制造出一种混乱的
局面来降低在崇拜中的敬畏。当一个电话铃声响起，或某个人开始打鼾睡觉的时候，难道这不算是一种搅扰吗？当
有些成年人在上帝神圣之所举行的神圣敬拜中窃窃私语讲个没完，难道不是一种无礼与轻慢吗？我们需要在崇拜中
保持谦卑和平静之心，因为这就是我们在学校中尊敬自己的老师，并且在法庭上尊敬法官的方式。为什么我们对上
帝还不如对待他们呢？

在祷告中
“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
”——诗篇 95:6
你祷告的时候不必每次都跪下，尼希米在工作中祷告，彼得在溺水时祷告。的确，我们要“不住的祷告”
（帖前
5:17）
。无论我们走到哪儿，都要不断地屈身跪着祷告！但我认为，在正式的崇拜开始、特别是在你做个人献身、如
果你身所能行，就要跪在上帝面前。当然，有些人由于膝盖或背部的毛病没法跪拜。并且有时，当我们年纪越来越
大，一旦跪下就无法轻易站起来。上帝知道那种情况，祂是一位充满爱的上帝。比起你的身体，上帝更关注的是你
的态度。但如果你可以做到，在上帝面前跪下来，则显得更加合适。身体的姿势是敬畏的记号，是崇拜的态度。如
果不在上帝面前如此行，那你要向谁如此行呢？
必须要教导人存敬畏的心祈祷。在巴契勒的家中，有时候在祷告前小孩子们正在摆弄玩具，我们就会说：
“在我
们祷告时放下玩具。
”我们要求他们将手合起，虽然圣经没有命令我们那样行。然而你知道为什么吗？当他们双手
合起时，就不会去捉弄他们的同伴或是去玩弄玩具了。因此，祷告时将双手合起的习惯包含着某些好的神学理论。
我们也要求他们闭上眼睛。圣经没有说你必须闭上眼睛。当你渐渐老迈时，你可以睁着眼祷告。我有时也这样
做。你可以祷告的时候举目望天。圣经有谈到那点。但是当他们还是孩子、并且由于经常受到视觉的刺激，他们很
容易分心。我们经常听到：
“妈妈，哥哥没有闭眼睛。”我们心想：“嗯，小家伙，你是怎么知道的？你的眼睛想必
也是睁着的吧。
”有时我自己也在想：要是我偷偷去看他们眼睛是否睁着，他们也会偷偷看我有没有偷窥他们！这
就是要学习的所有过程。但是你知道，你必须教导这些。当某人与你谈话而你却心不在焉，这是极其不礼貌的举动。
同样，在祷告中，当你与上帝交通时，必须全神贯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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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圣安息日
“当记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出埃及记 20:8
上帝只称很少一些事情是圣的；那些事情绝对要敬畏。安息日就是有关崇拜上帝的最神圣的一部分。它不是一
个用来日常聊天或活动的日子。
在一周六天里，我的思想总是忙于需要料理的事务。但是到了安息圣日，我说：“上帝，现在是祢的安息圣日，
帮助我的思想能集中在圣事上。
”如果你这样祷告，圣灵就会帮助你。并且无论何时，当我心中开始渐渐分心去考
虑别的事情或计划时，圣灵就会说：
“道格，这是安息圣日。”我就回答：
“感谢主，我现在不必为那些事情担忧了。”
我们的思想需要休息，并且将安息圣日持守在你的心中，便是一切的开始。
保持敬重安息日，也关乎到我们使用自己的光阴与金钱。
《圣经》说，我们必须提前预备好安息日的食物和其它
所需，这样就不至在安息日匆忙窘迫。在出埃及记 16:23 节，上帝从天上六日降下食物，但在安息日就停下来。为
什么？祂定下预先收集食物的条例：
“明天是圣安息日，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你们要烤的就烤了，要煮的就
煮了，所剩下的都留到早晨。
”
我们也必须遵守安息圣日，将它做为敬畏其它圣事的一个标志。我们不能在安息日出去吃喝，或雇佣他人在那
日工作，因为我们知道，上帝要祂的子民成为他人榜样。这种敬畏便是有力的见证。许多人喜欢争论这些细节——
安息日可做什么事？我相信当你心中疑惑的时候，请不要做任何连你都认为可能会羞辱上帝的事。祷告吧，上帝将
会给你答案。

总结
“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时候就不够了。
”——希伯来书 11:32
如果篇幅允许，我会细讲我们所失去的、对生命的敬畏——比如世俗观念中很敏感的话题——堕胎和安乐死.或
者会讲到珍爱那些因环境污染和垃圾侵袭而丧失的受造物种。也会讲一讲当怎样尊重我们的身体，从原本健康的生
活到色情文学，每件事物都在让我们的思想产生变革。我也要讨论在我们所的工作中，当存敬畏上帝之心，以及做
出更具良好影响力的奉献，并要防止偷窃那应当献给上帝的十分之一。要是列一个表格，这表格会很长，并且都是
与敬畏有关！
请你牢记，在上帝所赐的每件事上，要敬畏尊重它，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神圣的恩赐。人们付很多钱去听交响
乐——他们穿着正统的服饰，在音乐会开始之前关上门，并且关掉手机。也许他们认为，莫扎特的音乐是如此的优
美，以至于他们感觉到要给于这样的尊敬。但是，为什么我们在全能者面前，却不断地降低敬畏的标准呢？
我们是否正在失去对伟大上帝的敬畏之念？上帝是可敬的！你是否曾经历过对某一事物真谛的顿悟？在那一
刻，你忽然认明上帝是真实的——就好像某些上帝所造之物的奇妙让你惊呼一般！在智利，我游览了位于安第斯山
脉高处的一些巨型火山。从这些被皑皑白雪所覆盖的壮丽山峰上，不断地喷发出股股蒸汽，真是令人惊叹。当我目
睹那迷雾散开时的辉煌，它帮我瞥见到上帝——这位无限宇宙之创造主的伟大。并且我想：“啊！这就是那爱我、
为救我而死的上帝！
”
你愿意与耶稣更加亲密吗？你想要与祂在这地上、并且在祂复临后，一直保持喜乐吗？那么，千万不要忘记“常
存敬畏的，便为有福。”我相信，如果你愿意怀着敬畏之心，重新发现并且经历复兴，上帝就会以一种特别的方式
与你相遇。我真的相信，若我们能牢记敬畏，就会邀请天使来到我们的家中和教会，并将上帝的宝座，印刻在我们
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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