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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第四章
第八課第八課 敬拜的威力敬拜的威力

1 此後，我觀看，見天上有門開了。

我初次聽見好像吹號的聲音，對我說：

「你上到這裡來，我要將以後必成的事指示你。」

2 我立刻被聖靈感動，見有一個寶座安置在天上，

又有一位坐在寶座上。

3 看那坐著的，好像碧玉和紅寶石；

又有虹圍著寶座，好像綠寶石。

4 寶座的周圍又有二十四個座位；

其上坐著二十四位長老，身穿白衣，頭上戴著金冠冕。

5 有閃電、聲音、雷轟從寶座中發出；

又有七盞火燈在寶座前點著；這七燈就是神的七靈。

6 寶座前好像一個玻璃海，如同水晶。

寶座中和寶座周圍有四個活物，前後遍體都滿了眼睛。

07 第一個活物像獅子，第二個像牛犢，

第三個臉面像人，第四個像飛鷹。

08 四活物各有六個翅膀，遍體內外都滿了眼睛。

他們晝夜不住的說：「聖哉！聖哉！聖哉聖哉！！

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全能者。」」

09 每逢四活物將榮耀、尊貴、感謝

歸給那坐在寶座上、活到永永遠遠者的時候，

10 那二十四位長老就俯伏在坐寶座的面前敬拜那

活到永永遠遠的，又把他們的冠冕放在寶座前，說：

11 我們的主，我們的神，你是配得榮耀、尊貴、權柄的；

因為你創造了萬物，

並且萬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創造而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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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第二章、第三章世上的教會

進入第四章，就發覺 ─

四活物、二十四個長老在那邊敬拜，

就把前面的憂慮，通通放在腳下

到第五章的敬拜

進入第六章以後的七印、七號、七碗、末世論

四章、五章的核心是創造萬有的神，

在人、所有被造物面前的「敬拜」。

真正的、真誠的敬拜，具有真正的威力！

敬拜影響到「教會論」、「末世論」



‧敬拜的例子‧凝聚力 ‧四活物 ‧透明力 ‧持續力 ‧感染力

賽六9 我可以差遣誰，誰可以為我去呢？

摩西到西乃山上，被神感動，鞋子脫下來先敬拜；

下山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過紅海。

敬拜之後，法老王的權柄垮了，

才有可能出埃及、進迦南地。

約書亞約書亞攻耶利哥城之前，先在耶和華面前敬拜，

因著敬拜帶來的威力，耶利哥城就垮了。

以賽亞在寶座前聽到「聖哉、聖哉、聖哉」，」，

他敬拜、自己覺得不配！才開始事奉 ─

‧敬拜的例子‧凝聚力 ‧四活物 ‧透明力 ‧持續力 ‧感染力

彼得事奉的威力來自革尼撒勒湖，

耶穌叫漁夫把船開到水深的地方，

或許他會猶疑「你是誰？捕魚是我的專業！」

或許這個木匠可以管我自己的科技，

因此就開船到水深的地方，一捕，魚多的不得了。

彼得敬拜說：「主啊，我是個罪人！」

耶穌說：「從今以後，

你要成為得人的漁夫。」

敬拜之後，帶來彼得生命的改變！

威力也影響到初代教會，

三千人、五千人悔改信主。

‧敬拜的例子‧凝聚力 ‧四活物 ‧透明力 ‧持續力 ‧感染力

保羅的事奉，也是從敬拜開始，

大馬色路上保羅看到了耶穌：

「主啊，你是誰？」

「我是你所逼迫的耶穌」

「主啊！我該做什麼？」

敬拜、俯伏之後，逼迫基督教的猶太信徒猶太信徒，，

變成被猶太教來逼迫的基督徒，

事奉的關鍵是「敬拜」。

真誠的敬拜具有真正的威力！

也就是啟示錄第四章、第五章所講；

在講完教會以後，約翰被提升，看到寶座上，

求主幫助我們，要學習敬拜的威力！

‧敬拜的例子‧凝聚力‧四活物 ‧透明力 ‧持續力 ‧感染力

真誠的敬拜帶來哪些威力 ─ 凝聚力 Focus

四1 此後，我觀看，見天上有門開了，

我初次聽見好像吹號的聲音。

一敬拜，他的焦點在哪裡呢？

─寶座安置在天上；

就幫助約翰的心完全安穩。

地上七個教會可能受逼迫！

在逼迫的信息講完以後，約翰被提升，

看到天上的神，看見寶座在天上。

他恍然大悟 ─ 原來真正的主宰，不是羅馬皇帝，

而是坐在寶座上，創造萬有的神！

他被提升以後，首先看到不是「末世論」，而是寶座！



‧敬拜的例子‧凝聚力‧四活物 ‧透明力 ‧持續力 ‧感染力

敬拜的第一個 ─ 調整你的凝聚力，

要抬頭、要仰望！從哪裡仰望？從地上。

第三章、第四章聯結的經文就是兩個字 ─

「寶座」。

三21 得勝的，我要賜他在我寶座上與我同坐，

就如我得了勝，在我父的寶座上與他同坐一般。

老底嘉教會，在受責備以後，能夠被管教、發熱心、悔改。

三20 看哪，我站在門外叩門，若有聽見我聲音就開門的，

我要進到他那裡去，我與他、他與我一同坐席。

拜金，看價格、看金錢決定一切的「世界觀」，

能夠凝聚到天上來。從價格觀、世界觀改變！

‧敬拜的例子‧凝聚力‧四活物 ‧透明力 ‧持續力 ‧感染力

三17 你說：「我是富足，已經發了財，一樣都不缺」；

卻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憐、貧窮、瞎眼、赤身的。

「有錢能夠使鬼推磨」，需要被衡量、改變，

錢不是一切！價格不是一切！

錢可以買書，買不到智慧；

錢可以買床，買不到睡眠；

錢可以買食物，買不到胃口；

錢可以買 house，買不到 home；
錢可以買手錶，買不到時間；錢可以買血液，買不到生命；

錢可以買 insurance 保險，買不到保證 assurance；
錢可以買刺激，買不到平安；錢可以買肉體，買不到愛情；

錢可以買武器，買不到和平；錢可以買廟堂，買不到天堂！

要從世界觀裡面改變出來！

‧敬拜的例子‧凝聚力‧四活物 ‧透明力 ‧持續力 ‧感染力

凝聚力，看所當看，才是敬拜威力的第一個源頭。

抬頭仰望耶穌吧！

看約翰如何觀看天上的門開了，

世界上的王座，通通會過去

只有一個寶座安置在天

從錢、價格，改變成價值
從世界上抓權、power 的觀念，改變成權威

世界上抓權，猶太教、撒旦教、尼哥拉一黨，

用宗教、政治的權，要逼迫信徒；

權位的觀念，改變成權威。

‧敬拜的例子 ‧凝聚力‧四活物‧透明力 ‧持續力 ‧感染力

馬太福音 ─ 耶穌是君王

馬可福音 ─ 耶穌是人僕

路加福音 ─ 耶穌稱為人子

約翰福音 ─ 耶穌是神子

四7 第一個活物像獅子，

第二個像牛犢，

第三個臉面像人，

第四個像飛鷹。

在拿撒勒 Church of Annunciation
(天使告訴馬利亞

降生的地方)
就寫著四本福音書

在描繪四活物，

是指著耶穌。

這四個活物，是在描繪耶穌嗎？



‧敬拜的例子 ‧凝聚力‧四活物‧透明力 ‧持續力 ‧感染力

這四個活物，是在描繪耶穌嗎？

四活物在第四章，是敬拜上帝

第五章跟所有的被造之物，包括二十四個長老，

敬拜的焦點從神轉變到羔羊、猶大支派中的獅子

四活物是耶穌的話，那不是本尊跟分身彼此對拜嗎？

是「被造之物」，最合適的說法是「天使」。

四活物不是焦點，焦點是在寶座上的神！

四11 我們的主，我們的神，

你是配得榮耀、尊貴、權柄的；

因為你創造了萬物，

並且萬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創造而有的有的。。

‧敬拜的例子 ‧凝聚力 ‧四活物‧透明力‧持續力 ‧感染力

四3 看那坐著的，好像碧玉和紅寶石；

又有虹圍著寶座，好像綠寶石。

第四章沒有任何清楚描繪 ─ 上帝長得什麼樣子？

以賽亞書也是如此，看到寶座有衣襟垂下來，

從不描繪那個寶座上的，長得是什麼樣的榮光？

啟示文學的特徵 ─ 把寶座上的真面目遮蓋了

從來沒有人看到神，因為看到神的人都必死！

用寶石描繪信實的神，來供應屬神的百姓；

你很想知道坐寶座上的真面目 ─

但越靠近約翰所看到的上帝，越看不清楚；

不像人間的廟，就知道刻的樣子。

‧敬拜的例子 ‧凝聚力 ‧四活物‧透明力‧持續力 ‧感染力

到主面前，就需要常常被光照！

神是聖潔烈火！

因此要到神面前的時候，

只能用寶石來遮蓋。

第五章 ─ 需要有一個中保，

沒有人可以看到神！

要到神面前，就需要有透明力，需要被潔淨！

因為不配！

學習以賽亞說：「我有禍了」

學習摩西敬拜的時候，把鞋子脫下來

學習以西結，撲倒在地

學習約翰看到耶穌的時候，撲倒在地，像死人一樣

‧敬拜的例子 ‧凝聚力 ‧四活物‧透明力‧持續力 ‧感染力

需要耶穌的寶血來洗乾淨！這叫透明力。

四活物有個特徵：六個翅膀，遍體內外都滿了眼睛。

描繪這個被造之物，彰顯神的榮美

遍體都滿了眼睛，反射天上神的榮美

神的屬性 ─ 無所不知，

知道你的隱私，知道我的隱私

知道我的敗壞，知道你的敗壞

你我都是罪人，因此最好能夠有透明力，

常常到神面前被潔淨，知道自己不配

需要有透明力，知道沒有人可以看到上帝

裡外透明，裡面將彎彎曲曲被砍除、被削減，

外面就不會詭詭詐詐的。



‧敬拜的例子 ‧凝聚力 ‧四活物‧透明力‧持續力 ‧感染力

最後的晚餐─ 達文西

先畫猶大，畫的時候，帶著仇恨

當要畫耶穌的時候，就發覺畫不下去，

因為裡面不透明，有著不滿、仇恨的心情，

求主的寶血洗乾淨，乾淨以後再畫耶穌耶穌

赦罪以後有透明，

這叫透明力。

如果不乾淨，

不能被主所用！

若不聖潔，

沒有人能見主！

‧敬拜的例子 ‧凝聚力 ‧四活物 ‧透明力‧持續力‧感染力

四活物，他們晝夜不住的說：「聖哉！聖哉！聖哉！

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全能神！」持續不斷。

被造之物在天上只有一個任務 ─ 不斷的敬拜、事奉神！

「我為先生禱告十年，他都不信主，怎麼辦？」

葛理翰回信：「continues！繼續！」

第十一年姊妹寫信：「感謝神！我先生信主了！」

還好她沒有停止，繼續禱告，這叫 continuity。

別人離開，你繼續事奉；別人受逼迫就跌倒，你繼續事奉！

要被神所用的人，要長期不斷的靈修、禱告、

敬拜神！不停止聚會，儘量去事奉，

在困難當中、侍奉當中，繼續「持續力」。

每一個主日繼續敬拜，這叫持續力！

拿破崙攻打瑞士的一個小山，

城裡的人知道：「我們一定完了。」

拿破崙攻這個小山的時候，

山上有一位牧師站起來說：

「今天是主日，是安息日，

是復活的主日，所有的人通通敬拜！」

大家不管拿破崙攻打的事，

大家到教會敬拜！

拿破崙以為這個城的救援到了，

因此撤軍！

‧敬拜的例子 ‧凝聚力 ‧四活物 ‧透明力‧持續力‧感染力

教會常常敗壞的地方，就是領袖！

四9-10 每逢四活物將榮耀、尊貴、感謝，

歸給那坐在寶座上、活到永永遠遠者的時候，

那二十四位長老就俯伏在坐寶座的面前敬拜。

‧敬拜的例子 ‧凝聚力 ‧四活物 ‧透明力 ‧持續力‧感染力

因著敬拜的緣故，內圈影響到外圈，

內圈不敬拜，外圈就不敬拜！

教會的領袖如果不潔淨、信徒不潔淨！

教會的領袖不持續、信徒不持續！

這叫感染力。

教會的領袖核心，如果不潔淨，就不可能感染到別人，

除非你有感染力、本身先做。



‧敬拜的例子 ‧凝聚力 ‧四活物 ‧透明力 ‧持續力‧感染力

為什麼教會不復興？求主幫助領袖先被潔淨。

常到寶座面前說：「主啊！赦免我！幫助我！

讓我被潔淨，才有辦法感染到後面的人；

因為學生不能高過老師。」

求主感動你有當領袖的潔淨、透明、感染，

讓後面的人跟從我們，從我們生命看到耶穌。

衣服最髒的地方 ─領子跟袖口

要被神所用，就要有感染力！

常常想到你不潔淨

常常求主的靈，感動、改變、引導、赦免赦免

有了那個改變、感動，才能夠感染到週遭的人週遭的人

禱告禱告
天父，幫助我們到你寶座面前，

常常知道把眼睛定睛在你身上，

持續不斷的禱告，有一個透明寶血的遮蓋；

更要緊是，讓我們生命流露出來，

彰顯主的榮美，

叫後面的人看到我們的時候，

看的不是我們自己，

而是看到你的榮美，因此歸榮耀給你。

把這個感動力，賜給每一個人，

叫你的心意得到滿足。

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禱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