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事敬畏主
Walking in the Fear of the Lord
使徒行传 9:31
引言
1. 路加在记载早期教会的事情时写道:
“那时，
那时，犹太加利利、
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
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
被建立；凡事敬畏主，
凡事敬畏主，
蒙圣灵的安慰，
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
人数就增多了。” (徒
(徒 9:31)
注意他们“凡事敬畏主
凡事敬畏主”！
凡事敬畏主
2. 保罗在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信中告诉他们:
“这样看来，
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
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
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
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
如今不在你们那里，
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
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工夫。
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工夫。”(腓
2:12)
3. 现如今没有多少人愿意将“恐惧战兢
恐惧战兢”与神相联系
恐惧战兢
a. 人们更喜欢听到关于神的爱、忍耐以及怜悯之类的话
b. 有时，当我们指出神公义的愤怒，神的圣洁及公正时，人们会说，“我的神
才不像你说的这样!”
4. 今天人们强调神的爱与怜悯，
这很有可能原本是为了回应在以前那些年代所传讲
的“地狱，烈火以及硫磺”
5. 那么我们是否是在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呢？
a. 根本不去考虑基督徒应该“恐惧战兢”？
b. 这是否也是导致如今许多基督徒在侍奉时很冷淡的原因？
c. 如果我们在侍奉中随意懒散，是否也是因为我们忘了应该敬畏“谁”？
—— 参见. 太 10:28
6. 在此讲中，我希望完成三件事：
a. 弄清什么叫“敬畏主”
b. 看到基督徒“敬畏主”的重要性
c. 知道我们可以如何合宜地“敬畏主”而不走极端
[现在我们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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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弄清什么叫“
弄清什么叫“敬畏主”
畏主”
A. “畏（fear）
fear）”这个字
1. 在希伯来文中使用的是“YIR'AH
YIR'AH”，旧约中使用这个词来形容：
YIR'AH
a. 畏惧，恐怖
b. 令人生畏或令人感到恐惧的事物
c. 敬畏(神),尊敬，崇敬，虔敬
2. 希腊文中使用的是“
“PHOBOS”
PHOBOS”,用来形容：
a. 畏惧，惧怕，恐惧
b. 令人恐惧的事
B. “畏惧”
畏惧”主常常被解释为“
主常常被解释为“崇敬”
崇敬”或“敬畏”
敬畏”
1. 这种解释在文字上是没问题的
2. 但我不知道人们是否真的能达到“畏”的程度
3. 因为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体会到“敬畏”一词暗含的“战兢”
C. “敬畏主”
敬畏主”应该包括“
应该包括“战兢”
战兢”!
1. 保罗在腓
腓 2:12
2:12 中就讲到要“恐惧战兢”
2. 希腊文中“战兢”一词为“TROMOS
TROMOS”，意思是“因为畏惧而战兢颤抖”
TROMOS
3. 在可以取走我们性命的人面前我们会战兢，耶稣教导我们要以这种态度来
“敬畏”主 —— 太 10:28
D. 合宜的
合宜的“
“畏”包括
1. “敬畏和崇敬”
2. “唯恐冒犯了神”
唯恐冒犯了神”
3. 因知道得罪了神未得到赦免而战兢颤抖!
—— 参见. 来 10:2610:26-27, 3030-31；
31；12:2812:28-29
[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将看到如此敬畏的意义，请大家注意……]
II. “敬畏主”
敬畏主”的重要性
A. 从《箴言》
箴言》中我们得知……
中我们得知……
1. “敬畏主”是知识的开端 ——箴
箴 1:7
2. “敬畏主”在乎恨恶邪恶 ——箴
箴 8:13
3. “敬畏主”使人日子加多 ——箴
箴 10:27
4. “敬畏主” 使人有坚强的信心，且就是生命的泉源 ——箴
箴 14:2614:26-27
5. “敬畏主”使人远离恶事 ——箴
箴 16:6
6. “敬畏主”可以使人得着生命恒久知足，不遭祸患 ——箴
箴 19:23
19:23
7. “敬畏主”可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 ——箴
箴 22:4

2

B. 若不“
若不“敬畏主”……
敬畏主”……
1. 我们就得不到神宝贵的智慧和知识!
2. 我们就会与邪恶为伍，遭其败坏
3. 我们的寿命可能因拒绝听从神的话语而缩短(例如，由于不听从神对我们
在性关系上的诫命而染上通过性交传播的疾病)
4. 我们就不会懂得神的爱，而神的爱给了我们得救的确信
5. 当我们陷入罪中后，我们就会失去悔改转向神的动力！
6. 我们就不会真正有动力“做成我们得救的工夫”！
[若不“敬畏主”我们就不能蒙神喜悦(参见.赛
赛 66:166:1-2)。只有“因神的话而战兢”
的人才能得着神的应许蒙受神慈爱怜悯！(参见.诗
诗 103:17103:17-18)。
18
但是应该如何培养自己对主的敬畏，而又不像早先那几代人那样走极端呢？]
III. 培养“
培养“对主的敬畏”
对主的敬畏”
A. 对主的敬畏来自于对神之道的学习
对主的敬畏来自于对神之道的学习!
!
1. 正如“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一样，对主的敬畏同样
来源于此!
2. 注意 申 31:1031:10-13,
13 其中提到以色列众人被告知每隔七年就当将神的话
念来听
3. 其目的何在？“
“好敬畏上帝”
好敬畏上帝”!
4. 当人们读了神的话语，他们会把握分寸知道该如何“敬畏主”
a. 思考保罗在罗
罗 2:42:4-11 中所说的话
b. 或者看看彼得在彼后
彼后:7
彼后:7:7-14 中所说的话
B. 合宜运用神的道
合宜运用神的道，
，将使人保持合宜的平衡
1. 然而，需要强调的是，为了避免极端，我们必须读神“所有”的话
a. 有的人只读那些揭示神的爱与怜悯的话，对神毫不敬畏
b. 另一些人侧重于那些描写“烈火、地狱和硫磺”的章节，而不知道神
永恒的慈爱
c. 前者的态度发展为认为神会纵容，从而轻看了神的圣洁和公正
d.
后者的态度发展为紧张恐惧，从而忘了神的恩典和怜悯
2. 就是在上文看到的章节中，每篇的语境也都是在说明神的恩典以及神对那
些悔改之人的赦免!
3. 因此我们在运用神的话语时当谨慎，而运用神的话语是我们必须做的！
结论
1. 《诗篇》中曾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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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在圣者的会中，
在圣者的会中，是大有威严的上帝，
是大有威严的上帝，比一切在他四围的更可畏惧。
比一切在他四围的更可畏惧。”
(诗篇 89:7)
2. 我们为何需要“敬畏主”？是为了“恐惧战兢”做成我们得救的工夫！
3. 这样的警戒是有必要的，《希伯来书》中写道：
“我们既蒙留下，
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
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
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
是赶不上了。
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
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象传给他们一样；
象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
无益，
无益，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
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希伯来书 4:14:1-2)
并且……
“所以，
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
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
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
(希伯来书 4:11)
4. 若我们合宜地“敬畏主”，我们将“做成我们得救的工夫”，我们将“竭力进入
那[天上的]安息”！
“亲爱的弟兄啊，
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
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
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
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
秽，敬畏上帝，
敬畏上帝，得以成圣。
得以成圣。”(林后 7:1)
你是否“敬畏上帝，得以成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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