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諸長樂牧師講道紀念集諸長樂牧師講道紀念集諸長樂牧師講道紀念集諸長樂牧師講道紀念集 第卅五講第卅五講……

以基督為中心的敬拜以基督為中心的敬拜

播映操作小技術：滑鼠 click 各位置

目前播映片號 / 總片數 音量、全螢幕

目前時間 / 總播映時間暫停 課程綱要，可指定播映片號內容前後換片、暫停

請按 開始播放

1 當希律王的時候，耶穌生在猶太的伯利恆。有幾個博士從東方來到
讀經

耶路撒冷，說：2 「那生下來作猶太人之王的在哪裡？我們在東方看

見他的星，特來拜他。」3 希律王聽見了，就心裡不安；耶路撒冷合

城的人也都不安。4 他就召齊了祭司長和民間的文士 問他們說：

讀經
太二
1-12

城的人也都不安。4 他就召齊了祭司長和民間的文士，問他們說：

「基督當生在何處？」5 他們回答說：「在猶太的伯利恆。

因為有先知記著，說：6 猶大地的伯利恆啊，你在猶大諸城中並不是最小的；著 中

因為將來有一位君王要從你那裡出來，牧養我以色列民。」7 當下，

希律暗暗地召了博士來，細問那星是甚麼時候出現的，8 就差他們往伯利恆去，

說 「你們去仔細尋訪那小孩子 尋到了就來報信 我也好去拜他說：「你們去仔細尋訪那小孩子，尋到了就來報信，我也好去拜他。」

9 他們聽見王的話就去了。在東方所看見的那星忽然在他們前頭行，

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頭停住了。10 他們看見那星，就大大地歡喜；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 就在上頭停住了 10 他們看見那星 就大大地歡喜；

11 進了房子，看見小孩子和他母親馬利亞，就俯伏拜那小孩子，

揭開寶盒，拿黃金、乳香、沒藥為禮物獻給他。

希12 博士因為在夢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見希律，就從別的路回本地去了。

以基督為中心的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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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長樂牧師 2019.02.02
分享于東京國際基督教會

各位在主裡的家人，大家平安！真的很高興再一次我們一起來敬拜！

過去3個禮拜我回到台灣，也經歷了一些病痛，

非常感謝弟兄姊妹們的代禱！在病痛當中經歷了出人意外的平安。

當我在手術檯上的時候 我想起 論在 本 台灣 美 或 內當我在手術檯上的時候，我想起不論在日本、台灣、美國或國內，

有許多人為我禱告，連為我手術的最好的醫生，

早上我們一起禱告，手術間一起禱告。早上我們 起禱告 手術間 起禱告

手術是痛苦的，應該充滿了害怕的，但是我卻經歷到前所未有的出人意外的平安，

我實在覺得自己非常有福氣，活在一個充滿愛的家庭裡面。

基督徒也會遇到各樣的苦難和病痛，但是上帝的慈愛和憐憫絕對不會斷絕,

凡仰望等候祂的，我們向祂禱告尋求的，祂一定會施恩給我們。

這樣的應許是有條件的，就是：耶和華是我杯中的份。

也就是說，你要省察你和神的關係到底是如何？也就是說，你要省察你和神的關係到底是如何？

不是說一個人受過洗、決志過，就一切都ok了；而是你要

跟神之間建立起一種門徒、學習、還有跟隨的關係。

當你在這種穩固的關係當中，你知道你的求告神必垂聽；

你知道你的困難神一定會伸手幫助你。

中 有 句 有意 「有 係就 係 係就有 係中國人有一句話很有意思「有關係就沒關係，沒關係就有關係。」

那個意思就是說：如果我需要幫助，我平常有好的關係，

再大的問題都“大丈夫”（沒關係）。再大的問題都 大丈夫 （沒關係）

但是如果平常不好好去經營這一段關係，有事的時候才來找我的朋友幫忙，

那是找不到幫忙的。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不要小看

你每一天、每一個主日來親近神的機會，那是你蒙福一個很重要的根基。

我能夠有平安並不是因為我有牧師的職份，

如果我不敬畏神 我死的比眾人更慘！馬太福音第二章 這 段聖誕經文如果我不敬畏神，我死的比眾人更慘！馬太福音第二章 這一段聖誕經文，

就是教導我們怎麼樣跟神建立一個持續性親密的關係。



馬太福音第一章 講到耶穌基督的降生，

祂來到世界上是要把百姓從罪惡當中拯救出來。祂來到世界上是要把百姓從罪惡當中拯救出來。

當我們活在罪惡當中，我們就是活在與神隔離的可憐光景裡面，

不僅得不到神的祝福，而且是在上帝的管教和咒詛之下。

然而當耶穌基督來到這個世界上拯救我們，

讓我們經歷到可以與神和好，也經歷到與神同在的祝福。

聖經當中所講的罪 絕不僅止於道德方面聖經當中所講的罪，絕不僅止於道德方面，

更是講到一種關係和態度。

羅馬書第一章 告訴我們「有一位上帝」，羅馬書第 章 告訴我們 有一位上帝」，

祂創造這個世界，祂愛我們，供應我們一切的需要，

所以聖經上花很少的篇幅跟我們討論「到底有沒有一位上帝？」

我很喜歡日本的原因之一就是四季分明，

我們可以從上帝的創造當中明白有一位上帝，

這樣的事情 用太多的辯論 就好像我看到 個孩這樣的事情不用太多的辯論。就好像我看到一個孩子，

我不必去想他到底有沒有爸爸？他一定有爸爸，沒有爸爸怎麼有他！

但是更要關心的是：他跟他爸爸的關係是怎麼樣？

因此，聖經中講的罪就是因此，聖經中講的罪就是

「我們知道有一位上帝，但是我們用什麼態度來面對祂？」

我們跟祂的關係到底如何？聖經啟示我們正確的關係有兩方面，

一、就是把神當作神，榮耀祂、尊崇祂。

二、就是謙卑的感謝祂所賜的一切的恩典和祝福。

很可惜的是人選擇了行不義 阻擋真理的事 自以為聰明 人工智慧很可惜的是人選擇了行不義、阻擋真理的事，自以為聰明，人工智慧，

然而卻成了愚拙，將上帝的榮耀變成了許多有形無形的偶像。

有的人去異教的廟拜那些有形的偶像；有的 去異教的廟拜那些有形的偶像

有的人卻將財富、健康、成功、名利，甚至自己的美貌當作一個偶像！

我們不敬拜那個造物的主，卻去敬拜那個受造之物，

此我們就 始做各 義 穢的事情因此我們就開始做各種不義、污穢的事情。

當一個人說他信耶穌之後，

他第一個改變就是變成敬畏神和敬拜神，他第一個改變就是變成敬畏神和敬拜神，

他也懂得要來感謝神—這就是 馬太福音第二章 所要告訴我們的信息。

我今天從三方面跟大家分享。一、敬拜的焦點。

人一生當中不能夠沒有重心沒有焦點！但是我們常常會迷失了，人 生當中不能夠沒有重心沒有焦點！但是我們常常會迷失了，

敬拜神是幫助我們回到生命應有的重心，就算是基督徒也不例外。

每一個主日為什麼要來敬拜神？就是要再一次的聚焦在上帝給我們生命的焦點。

今天這一段經文的主題非常清楚，短短的一章聖經，有一個名詞出現了十次，

那個名詞就是「小孩子」。馬太福音第二章 總共出現了十次「小孩子」，

其中有 次跟他的媽媽擺在 起 按照東方人的倫理 媽媽應該在孩子前面其中有三次跟他的媽媽擺在一起。按照東方人的倫理，媽媽應該在孩子前面，

但是很奇妙的，就算這三次也是小孩子在媽媽的前面，這就是提醒我們：

唯有主耶穌才是我們敬拜的對象，祂是我們生命當中的主宰和重心。唯有主耶穌才是我們敬拜的對象 祂是我們生命當中的主宰和重心

敬拜是一種降服，也是一種事奉和渴望。現今的世代，基督徒最需要被提醒的信息，

甚至在所有現代化城市中所有基督徒最需要的訊息是什麼？就是主耶穌所說的：

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我們不可能又想

要事奉上帝、要追求上帝，又要追求財利。

今天我們聽到多少的基督徒都說「等我有錢今天我們聽到多少的基督徒都說「等我有錢」、

「等我賺夠了」、 「等我有時間再來敬拜、事奉」。

禮拜三的禱告會有一位從河南來的姐妹作見證，她說：

「我河南的家裡就是教會，後來隨著經濟的發展就搬到城市裡面，我河南的家裡就是教會 後來隨著經濟的發展就搬到城市裡面

一開始的時候也能夠好好的帶領聚會，但是隨著事業的發展慢慢有了變化。

我的工資300塊的時候，我十一奉獻非常容易；到3000塊的時候，也還行；

可是當我的薪資到了十萬塊一個月的時候，我就跟神說『我還有很多房貸要付』，

慢慢慢慢不知不覺地，把追求更好的生活甚至包裝成一個好的見證。」

後來神讓她生了腫瘤，37歲！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後來神讓她生了腫瘤，37歲！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但是神在她的生命當中畫了一個短暫的休止符，提醒她什麼才是最重要的，

是：忙？賺錢？還是事奉上帝、渴望真理？敬拜永遠提醒我們要面對永恆。

聖經上說：我們的財寶在哪裡，我們的心就在哪裡！

我們還要花多少的時間為自己在世上積財寶？上週的分享信息再一次提醒我們

「在 為自己積攢財寶 都 建 草木禾稭「在世上為自己積攢財寶，都如同建造草木禾稭的工程。」

今天世界各地有很多的大公園、大博物館，都是以前有錢的人留下來的，

連他們的子孫都沒有能力繼承。但是另外一個方面，為神的國度擺上的，連他們的子孫都沒有能力繼承 但是另外 個方面，為神的國度擺上的，

不論是建造教會、不論是宣教、不論是幫助貧窮，都有永恆的紀念。



我這次回台灣認識一對夫婦，神很祝福他們的工作，他們也非常慷慨地奉獻，

每年奉獻的金額大概是三千萬日幣以上。每年奉獻的金額大概是三千萬日幣以上。

有一次我聚完會跟他們在一起吃飯，讓我很訝異的是，

我們一起吃個200塊日圓的便當，覺得好香！

我們邊吃邊談上帝國度的事情、教會的事情。

他們有能力去吃最高級的飯店，但是他們願意選擇和弟兄姊妹吃便當。

我 身 癌症 瘤我們每一個人都很怕身體遇到了癌症、腫瘤，

我們盡一切的力量來避免這些事情在我們身上發生。

我們每年身體檢查，一點不舒服就跑病院，我們非常注重身體有沒有得到腫瘤！我們每年身體檢查， 點不舒服就跑病院，我們非常注重身體有沒有得到腫瘤！

但是大佈道家葛理翰曾經說過一句話:

「一個基督徒若只是追求財富，那麼就是他生命當中的靈魂腫瘤。」

你我會不會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反差？我們避免這個必朽壞的身體的腫瘤，

然後拼命追求那個靈魂的腫瘤！害怕身體的cancer，不怕靈魂的cancer！

求上帝憐憫我們 光照我們 惟有當我們不斷的來到神的面前敬拜祂的時候求上帝憐憫我們、光照我們。惟有當我們不斷的來到神的面前敬拜祂的時候，

我們才會得到那個為永生而努力的智慧。

二、敬拜的心態。

首先我們來思想兩種錯誤的心態：首先我們來思想兩種錯誤的心態：

1.希律王所顯示的：充滿了害怕、充滿了剛硬，拒絕真理，

一再地找藉口為自己拖延，存著不信的惡心。再地找藉口為自己拖延 存著不信的惡心

我相信有些人傳福音一定會遇到這樣的問題：

「你說有一位上帝，你叫他現在下來給我看，

在我旁邊站好，我就相信！」

你有沒有碰過這樣的問題？我舉一個例子，

其實我們人都非常的狹窄 我們都說「眼見為憑其實我們人都非常的狹窄，我們都說「眼見為憑」，

當你去一個公司應徵的時候，你會不會說這樣的話：

「你們公司有董事長嗎？我不相信！你們公司有董事長嗎？我不相信！

叫董事長站出來給我看看！如果董事長站在這邊，

真是這樣，我就進你們公司！」

怕你還沒有進這個公 你就 出這個公恐怕你還沒有進這個公司，你就已經出這個公司。

2.就是像祭司長跟文士一樣，這批人就像老基督徒―

 「我什麼都知道了！」太二「博士來朝拜」就保持一種冷漠。 我什麼都知道了！」太二 博士來朝拜」就保持 種冷漠。

 你看文士、祭司長他們對聖經熟得不得了，但是他們不尋求耶穌的！

他們不再期待上帝那個活潑有功效的道來對他們說話！

他們讀完聖經以後就開始閉目養神、等待散會！

存著一種驕傲的心態―聽道、而不行道！

我 台北的時候有 堂講道 那天領會的是那個教會天 第 號大剛硬的人我回台北的時候有一堂講道，那天領會的是那個教會天下第一號大剛硬的人，

對什麼都有意見、對什麼都不滿，用聖經跟你抬槓！

那天聖靈工作，我講道完以後他上去回應，那天聖靈工作 我講道完以後他上去回應

一個50多歲的大教授，突然哭起來！他說：

「弟兄姊妹，悔改很難嗎？真的很難！

我連跟我太太道歉，我都做不到！」

你會發現有很多時候，你聽到、你知道，但是你做不到，

你拒絕上帝聖靈在你心中的帶領！你拒絕上帝聖靈在你心中的帶領！

真的可以看到：當你願意柔軟下來的時候，處處都可以看到上帝的作為。

我們再來看正確的心態。有兩個方面，

1 謙卑尋求的心態。伯利恆那裏有一個紀念主耶穌誕生的教堂，非常地宏偉，1.謙卑尋求的心態。伯利恆那裏有 個紀念主耶穌誕生的教堂，非常地宏偉，

但是它只有一個很矮、很小的門，連個子再小的人都要彎腰進去，

這是要提醒我們要來到這位主的面前，就需要有一種謙卑尋求祂的態度！

我們謙卑地尋找，就可以尋見；叩門的，主就給我們開門。

我再一次的提醒許許多多慕道的朋友，上帝不僅僅是

讓你來了解，更是讓我們來謙卑俯伏敬拜！讓你來了解，更是讓我們來謙卑俯伏敬拜！

了解很重要，但是謙卑俯伏敬拜的心態更重要！

2.要有一種歡喜奉獻的態度來到神的面前。2.要有 種歡喜奉獻的態度來到神的面前

詩篇122篇講到：「人對我說我們往耶和華的殿去，我的心就歡喜。」

你來到教會的心是歡喜還是勉強？

小的時候我媽媽很兇，我不去教會的話會挨揍，

所以我來到教會那個時候的心態是很痛苦。

但是聖經上提醒我們說：「耶路撒冷啊！愛你的人必然興旺。」但是聖經上提醒我們說： 耶路撒冷啊！愛你的人必然興旺。」

這些博士是有預備而來的，他們在東方看見那顆星，特別地就是要來敬拜。



一個在戀愛的人當他要去約會的時候，一定是有預備的：

穿戴整齊、預備禮物，不僅準時，而且早早赴約。穿戴整齊 預備禮物，不僅準時，而且早早赴約

當我們來敬拜神的時候，也求主恩待我們：

好好地在禮拜六預備自己，少看一點手機，鬧鐘定早一點！

記得一句話，準時就是遲到！準時就是遲到！

我們真的是渴望來敬拜神，早早預備好！奉獻預備好！

心態預備好！可以來服事我們周圍的人。心態預備好！可以來服事我們周圍的人。

舊約當中沒有一個人可以空手來見上帝，

 他們獻上黃金、乳香和沒藥。他們獻上黃金 乳香和沒藥

 我們也應當獻上神所悅納的各樣的祭物：

唱詩的時候熱情地唱。

今天第一首歌說「聽啊天使高聲唱！」天使高聲唱，你低聲唱，什麼意思？

天使知道發生了何等大的事情！我們在這邊：習慣了。

各位 敬拜的動機和你所獻上的各位，敬拜的動機和你所獻上的，

遠比用什麼方式和地點來敬拜更為重要。

敬拜帶來的祝福是什麼？

就是你被神清楚地來引導，被神指示你要做什麼事情。就是你被神清楚地來引導，被神指示你要做什麼事情。

「明白神的引導」是現在一個熱門的題目，

但是它的答案絕對不是一個公式，而是你跟神的關係。

我11月8號回到台灣，11月10號主持一個婚禮。

婚禮前全身盜汗、心肌梗塞，

我嚇壞了 新郎 新娘也嚇壞了 他們的爸爸 媽媽都嚇壞了我嚇壞了！新郎、新娘也嚇壞了！他們的爸爸、媽媽都嚇壞了！

拿了1顆藥吃了繼續上。謝謝主，在人的軟弱上顯明上帝的恩典和能力。

婚禮在勉強撐的情況下，旁邊一個醫生站著怕我隨時會昏倒，神賜下的恩膏，婚禮在勉強撐的情況下 旁邊 個醫生站著怕我隨時會昏倒 神賜下的恩膏

讓所有新郎、新娘慕道的朋友、長輩都說「我從來沒有看過這麼棒的婚禮！」

勉勵的每一句話、宣告的每一句話，都有上帝的恩膏。

發作以後我覺得說我到底是要在台灣就醫？還是在日本就醫？

第二天早上我去一個教會講道，教會的長老說：「牧師，你今天可以放心昏倒，

因為在我們當中有 個全台灣最棒的心臟專科醫師因為在我們當中有一個全台灣最棒的心臟專科醫師。」

在那天早上我認識了他，神很奇妙地讓我們交換了訊息。

禮拜一早上3點鐘我再一次發作，先坐救護車去我家附近的一個醫院，

等到天亮，我call這位醫生，等到天亮，我call這位醫生，

他馬上幫我轉到他的醫院，給我最好的治療。

在我的禱告當中，神很快就給我答案，

 一個素眛平生的醫生認識18小時就要去救你的命―

不是上帝的引導，那是什麼？

 不僅有上帝的引導 生命也被改變 你就會往不同的路上走！ 不僅有上帝的引導，生命也被改變，你就會往不同的路上走！

我回來以後聽到一個很美的見證：

最近我們有一個弟兄新開餐館，他信主以後非常認真的追求，最近我們有 個弟兄新開餐館，他信主以後非常認真的追求，

所以有些人到他新開的餐館去做家庭禮拜，

他的太太站起來做見證：

「我非常感謝教會！我這先生

信主以後完全改變！性格脾氣改變了！」

感謝神！當你真正敬拜的時候，感謝神！當你真正敬拜的時候，

你回應上帝在你身上的感動，你生命一定改變。

最後，有人說「信什麼都一樣啊！所有的宗教都勸人為善！」

但是宗教不僅止於道德的層面；但是宗教不僅止於道德的層面；

 當一個人面對生死和永恆的時候，面對各樣的苦難病痛的時候，

你信的對象是什麼，那個結果就大大的不一樣！

 你有平安嗎？聖誕節告訴我們一個信息：神將永恆的平安帶給我們。

這位神是可親近、可求告的，這位神是可以找得到的。

有 靠 或者 在 豫 受如果你還沒有信靠主，或者你還在猶豫你要不要受洗？

不要再徘徊在門外，謙卑地尋求祂、信靠祂，

讓今年的聖誕節是耶穌基督真正地住在你心裡的一個聖誕節。讓今年的聖誕節是耶穌基督真正地住在你心裡的 個聖誕節

我要提醒弟兄姊妹：我們信主多年了！面對聖誕節的時候，

讓我們重新思想跟神的關係，好好地禱告：

「主啊！我要像第一次聖誕節一樣，我今年要奉獻一個你所喜悅的禮物―

或者是關懷哪個需要關懷的人；或者是去帶領一個人來到教會；

我有 筆特別感恩的奉獻 要在你的面前做你國度的使用我有一筆特別感恩的奉獻，要在你的面前做你國度的使用。」

讓我們在今年的聖誕節，一同經歷敬拜的歡喜快樂。



天父，我感謝你！

熟悉的經文 是活潑有功效的信息熟悉的經文，卻是活潑有功效的信息。

你的信實、慈愛永不改變，

讓我們一起來經歷，一起來宣揚！

除去我們剛硬冷漠的心，我

賜下謙卑尋求、歡喜快樂的心，

奉獻你所悅納各樣的祭物。奉獻你所悅納各樣的祭物

奉主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