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玛利亚人的敬拜
The Samaritans' Religion
列王纪下 17:24-41
引论
1. 在被亚述国征服后，绝大多数的以色列百姓都被驱逐到了亚述
2. 在那里，亚述人把从其他国俘虏来的人带到撒玛利亚，就是当时以色列主要的一
个省份 - 王下 17: 24
3. 在我们今天学习的章节里有大量关于那些被带到撒玛利亚的外族人他们敬拜的
描述 – 王下 17:2417:24-41
a. 他们的敬拜有几个特点值得我们注意，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章节(朗读)
b. 我们刚读过的这个章节中所描述的“撒玛利亚人的敬拜”与我们今天对神的
侍奉敬拜有什么相似之处及区别吗？
[在有些方面，可能已经仔细比较我们就不会觉得那么舒坦了！首先，我们要注意到
撒玛利亚人的敬拜是——]
I. “惧怕的”
惧怕的”敬拜
A. 经上很很明确地指出
经上很很明确地指出——
——
1. “他们惧怕耶和华……”– 王下 17:32
2. “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事奉自己的神……” – 王下 17:33
3. “如此这些民又惧怕耶和华，又事奉他们的偶像……”- 王下 17:41
4. 但是这种惧怕不是敬畏，因为在第
第 34 节中已经暗示出“他们不敬畏神”
-- 这是不是矛盾的？不，要记住——
B. 惧怕不等于敬畏
惧怕不等于敬畏，
，我们当敬畏神
1. 耶稣和他的使徒们就对此有过相关的教导
– 太 10:28；使
10:28 使 10:3410:34-35；腓
35 腓 2:12
2. 所罗门在旧约中也有过相关的教导
– 箴 1:7；14:26
1:7 14:2614:26-27；传
27 传 8:128:12-13；12:13
13 12:1312:13-14
3. 要“敬畏神”
a. 是指因为对神的崇敬与敬畏而远离恶事，无论何时都能忠心侍奉神
b. 而不是指在诸事顺利从来不会想到神，只在面对神的时候而战兢
C. 所以撒玛利亚人不是
所以撒玛利亚人不是“
“敬畏”
敬畏”而是“
而是“惧怕”
惧怕”
1. 要不是因为那些狮子，他们从来就不曾想到神 - 王下 17:2517: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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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他们想到神时，也只是在神面前战兢而已
3. 这与今天很多人的情况相似
a. 这些人想到神，只会是在——
1) 他们生病的时候，而当他们身体健康的时候他们就会忘记神
2) 他们遇到不幸的时候，而不是他们喜乐的时候
3) 面对问题时，而不是遇事顺利的时候
b. 就像一些水手们
1) 在风暴中不断祈求神的搭救，并为此许下诺言
2) 但是一旦靠了岸便喝得大醉，或者干出不道德的事
[如果我们只是在事情出了问题时才转向神，那么我们的敬拜与撒玛利亚人的敬拜便
没有什么不同!
然而凭着敬畏的态度，我们会因着顺服而接近神；当我们如此行时，我们将发现神
是多么的恩慈仁爱，我们也将因着爱而侍奉神，而不是因为害怕审判才这样做。 –
参见.约壹
约壹 4:164:16-18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
“撒玛利亚人的敬拜”
撒玛利亚人的敬拜”是——]
II. “形式上的”
形式上的”敬拜
A. 他们并没有用心灵去侍奉神
1. 事实表明他们还在继续侍奉他们“造的偶像” - 王下 17:3317:33-34
2. 他们“形式上”有着对神的侍奉，但却没有“实质内容”
B. 这样的敬拜在今天很常见
1. 有“形式”，但是没有“实质”
2. 当然敬拜中的确需要“形式”
a. 由于有着属肉体和灵的双重属性，人们需要通过有形的方式表达属灵
的虔诚
b. 因此就是在新约之下的敬拜，神也告诉了我们该通过什么有形的方式
来表达，而这种方式与旧约中的相比已经更为属灵了
c. 圣餐，唱赞美诗，奉献等等，都有着“形式”
3. 但若只有“形式”没有“实质”（即正确的心灵、态度）就是“假冒伪善”
– 参见.太
太 15:715:7-8
4. 基督徒可能也会像这样错误地敬拜，如果他们——
a. 唱着“给与我圣经”,却从来不读它
b. 唱着“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但是从来不去行
c. 唱着“奇妙之爱”，脸上却带着厌烦的表情(参见.箴
箴 15:13)
15:13
5. 大卫的敬拜就是一种既有“形式”又有“实质”的敬拜
a. “我要一心称谢你……”
”– 诗 138:1
我要一心称谢你
b.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的心哪，
我的心哪，你要赞美耶和华！
你要赞美耶和华！我一生要赞美耶
和华！
和华！我还活的时候要歌颂我的上帝！
我还活的时候要歌颂我的上帝！”– 诗 146:114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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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因歌颂我们的上帝为善为美；
因歌颂我们的上帝为善为美；赞美的话是合宜
的。”– 诗 147:1
[我们的敬拜是不是只是走“形式”呢？它有着“实质内容”吗？如果没有，那么我
们的敬拜也会像撒玛利亚人的敬拜一样不讨神的喜悦!关于他们的敬拜还有最后的
一个特点，那便是——]
III. “妥协的
妥协的”敬拜
A. 在撒玛利亚人的敬拜中
1. 他们拜神又拜偶像；他们更喜欢拜偶像 - 王下 17:41a
2. 他们只是在嘴上拜神，而他们却真心侍奉偶像
B. 今天的基督徒也可能如此
1. 当他们寻求侍奉神时，他们也在试图去侍奉这世界
2. 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 – 参见.太
太 6:24
6:24
3. 当人们试着兼顾侍奉二者时，这世界往往会胜出
a. 这体现在他们的工作和休闲等事上，他们将这些事看得比侍奉神更重
要
b. 这体现在他们如何为自己的行为辩解
C. 但是神不会容许这种“
但是神不会容许这种“妥协”
妥协”
1. 神要求的是不惜任何代价完全委身于他
a. 正如旧约中教导的 – 申 6:5,146:5,14-15
b. 正如耶稣亲自教导的 – 路 14:26,33
2. 与这世界妥协就是在“灵命上犯了奸淫”! – 雅 4:4
3. 因此我们应当听取耶稣的劝勉:“
“你们要先求神的国，
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和神的义”
– 太 6:33
结论
1. 我相信“
“撒玛利亚人的敬拜”
撒玛利亚人的敬拜”做错之处是很容易看出来的
a. 他们的敬拜是“惧怕
惧怕的
惧怕的，形式上的，
形式上的，妥协的
妥协的”
b. 但除非我们格外小心，否则我们的敬拜可能也很容易变得和他们的一样!
2. 如果我们通过诚实的反省发现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的敬拜与真正的敬拜有着距离，
却和撒玛利亚人的敬拜很相似，那么——
a. 让我们按照以利亚
以利亚的鞭策，放弃“
“妥协的
王上 18:21
以利亚
妥协的”敬拜 - 参见.王上
b. 让我们按照保罗
保罗的鞭策，放弃“
“仅有形式的”
罗 2:28保罗
仅有形式的”敬拜 – 参见.罗
2:28-29
c. 让我们按照约翰
约翰的鞭策，放弃
“惧怕的敬拜”
约壹 3:18约翰
惧怕的敬拜” – 参见.约壹
3:18-19
你接受了救助亲切的邀请吗？(太
太 11:2811:28-30),你是通过顺从他的福音而接受这邀
30
请的吗？– 参见.可
可 16:1516:15-16；传
16 传 2:362:3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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