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怎样才能荣耀神呢？
申命记 11：13-21;26-28

2022年2月6日的讲道

介绍
今天，我们来看看新城教理问答的第6个问题。 我将阅读问题，然后我们一起阅读答案。

问题6：我们如何荣耀神？

我们通过以他为乐，爱他，信靠他，服从他的旨意，命令和律法来荣耀神。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经文阅读。

申命记 11：13-21;26-28 

13 “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　神，尽心尽性事奉他， 

14 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

15 也必使你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

16 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事奉敬拜别神。

17 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使天闭塞不下雨，地也不出产，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

灭亡。

18 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内，留在意中，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

19 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20 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并城门上，

21 使你们和你们子孙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的地上得以增多，如天覆地的日子那样

多。



26 “看哪！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 

27 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　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

28 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　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事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

就必受祸。

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40：8：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惟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

让我们⼀起祷告。 

阿爸父，求祢差遣圣灵，在我讲道时赐给我智慧和真理。 请让我们敞开心扉，接受你的真理，这样我们就

可以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上荣耀你。 我们奉我们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以下是今天信息的三个要点：

第1点.荣耀神是什么意思？

第2点.我如何通过顺服来荣耀神？

第3点.我们能完全顺服神吗？

第1点.荣耀神是什么意思？ 

在英语中，”荣耀”这个词通常只适用于上帝。 但是荣耀也有一些同义词。 我们在某人的生日那天庆祝他们

的生日。 当某人做得好时，我们会赞美他们。 我们尊重一个取得重大成就的人。

在教会之外，也许我们最常美化一件东西的地方就是体育运动。 我们通过穿最喜欢的足球队或棒球队的衣

服或戴他们的帽子，来表达我们对他们的荣耀。 当我们观看我们最喜欢的球队的比赛时，当我们庆祝他们

的成就时，我们会给予他们尊荣耀。 我们站起来鼓掌，吹口哨，向他们大喊鼓励的话。 我们告诉周围的

人，“我们喜欢的球队是最好的！ 

难道我们每个星期天不也在这个房间里都做同样的事情吗？ 我们告诉周围的人，“们的神是最好的！ 我们站

起来鼓掌。 我们歌颂爱我们并拯救我们的神。 当我们敬拜神时，他会得到荣耀，因为我们告诉自己和彼

此，他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 比任何运动队都重要得多！ 听听这些诗篇如何鼓励我们敬拜和荣耀神。

诗篇63：3说：“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 

诗篇34：8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 



在这些经文中，我们身体的哪些部分参与敬拜？ 你看到了什么？ 没错。 我们的嘴唇歌颂我们的神。 当我们

领受圣餐时，我们的嘴巴会品尝到饼和葡萄酒。 我们用嘴和嘴唇参与崇拜。 以下是诗篇中的另外两节经

文：

诗篇95：6说：“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 

诗篇134：2说：“你们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 

在这些经文中，我们身体的哪些部分参与敬拜？ 你看到了什么？ 是的，诗篇95篇邀请我们恭敬地屈身来尊

荣神。 我们也跪下来，以表明与我们的主，我们的造物主的圣洁和伟大相比，我们是多么卑微！

我们在敬拜和祷告中举起双手。 这些身体行为表达了我们内心的感受。 那就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也可能不

是为着敬拜上帝而唱歌，跪下，举手。 因为真正的敬拜始于你的内心。 为了荣耀神，你必须做的不仅仅是

身体上的行为。 敬拜时身体上的行为应该是从我们心中的敬拜中流出。

为什么有些人赞美他们最喜欢的运动队，却似乎对敬拜神并不怎么兴奋？ 也许当我们忘记了神为我们所做

的一切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也許是因為我們沒有花足夠的時間閱讀和默想祂的話語。 我们英语世界会

说，“你吃的是什么，你就是什么。 你吃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维生素实际上会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 同

樣地，你的心靈和頭腦也會尊荣和榮耀我們放进去的一切。 你会寻求你最看重的东西。 也许你的心重视金

钱，或休息，或食物，或受欢迎程度，或外表。 我们在日程安排中为我们最看重的事情留出时间。

歌罗西书 3：1-2 

1 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2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有很多方法可以“思念上面的事。” 我喜欢在手机上听音频圣经。 这在4000年前是摩西和神的子民所无法获

得的！ 他们甚至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纸质圣经。 摩西给百姓一些指示，即要使神的话语成为他们日常饮

食的一部分。

申命记 11：18-21 

18 “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内，留在意中，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 

19 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20 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并城门上，

在第18节中，神通过摩西说：“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内，留在意中。” 你怎样才能把神的话语深深地印在你

的心里呢？ 第18节说，“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 许多犹太人今天仍然这样做。 你可以在这些



照片中看到，这些人头上有上帝的话语，并缠绕在他们的手臂上。 它只是一种宗教仪式，还是对这些人内

心深处的真诚表达？ 只有上帝知道。 但我相信它应该是我们内心和思想中真正存在的东西的外部象征。

在第19节中，摩西这样论到耶和华的话， “19 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

来，都要谈论。” 上帝知道我们在地上的时间很短。 当一代人去世时，下一代人就会失去长辈的智慧和经

验。 摩西告诉百姓，他们的孩子不会在他们的生活中荣耀神，除非有人教导他们该如何这样去做。

除非我们认识神和他的道路，否则我们无法荣耀神。 摩西鼓励我们在早上、躺下睡觉之前，以及白天走动

时，都默想上帝的话语。 接下来，在第20节中，摩西告诉人们要在他们家的前门和大门上写下神的话语。

我认为这是在提醒人们，当他们出去的时候，当他们进来的时候，上帝是掌管一切的。 無論我們在家裡做

什麼，無論我們在世上做什麼，一切都在主的眼前和祂的掌管之下。

总结第1点，当我们使神成为我们心灵、思想和身体的中心焦点时，我们就荣耀了他。 因为你荣耀你最看重

的东西。

第2点.我如何通过顺服来荣耀神？ 

神的荣耀也体现在我们的生活方式上。 当我们选择爱而不是恨时，神就得到了荣耀。 当我们说“我很抱

歉”而不是为我们的罪找借口时，神就得到了荣耀。 当我们慷慨地奉献我们的时间和金钱时，神就得到了荣

耀。 这些行为荣耀神，因为它们不是自然而然地来到我们身上的。 当神改变我们的心时，我们变得慈爱、

谦卑和慷慨。

这是我希望你看到并记住的最重要的事情。 上帝先采取行动。 在我们爱他之前，上帝先爱我们。 在耶稣使

我们复活到新生命之前，我们已经死在了罪中。 除非我们得到神的爱和饶恕，否则我们不能顺服神。

真正的顺服是一种回应。 你有没有因为爱耶稣而停止做某件事？ 你有没有因为爱耶稣而决定做某件事，也

许是一些艰难的事情？ 当我们顺服时，我们对上帝的爱就显现出来了。 这荣耀了先爱我们的神。

爱必须先于律法。 如果我們把神看成是一個給我們規則的人，因為他想控制我們，那麼我們就會想要違背

他。 或者，我们会假装顺服，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别人面前看起来不错，并操纵上帝祝福我们。 如果你不相

信爱情先于规则，想想婚姻。 婚姻是非常艰苦的工作。 我必须愿意悔改和饶恕，努力解决我的罪的问题，

为我的妻子舍命。 什么能使一个人甘愿做这些困难的事情？ 什么会让一个人爱他的妻子，就像基督爱教会

一样，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5：25中所说的那样？ 只有爱。 我们愿意为我们真正爱的人牺牲任何东西。

这就是为什么上帝总是在他颁布律法之前提醒我们他的爱。 就在神给他的子民十诫之前，他在出埃及记

20：2中这样说， “2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 神在说：“我为你做了这个。



所以现在我要你出于爱的顺服来回应我的爱。

上帝给我们规则，因为他爱我们。 当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你的父母是让你在街上跑来跑去，还是让你玩

刀子和火柴？ 你的父母让你一日三餐吃饼干和冰淇淋吗？ 为什么不呢？ 这种自由是我们内心想要的。 但父

母足够爱他们的孩子，他们会说：“你可以吃喝这个，但你不能吃那个。 你可以做这些事情，但你不能做这

些事情。 父母不想用规则毁了我们的生活。 他们爱我们，足以在安全的范围内给我们自由。

朋友们，我们都可以在祝福和诅咒之间做出选择。 顺服会带来祝福，因为上帝的律法是为我们的益处而设

计的。 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用锤子来驱动螺丝，但它不会很好地工作。 你可以用螺丝刀打开一罐食物，但

这不会是一种祝福！ 上帝的规则教导我们如何根据他的设计来利用我们的时间、才能和财富。 我们的顺服

将荣耀神，也会祝福我们。 现在让我们从第3点开始。

第3点.我们能完全顺服神吗？ 

你有没有试过改掉一个坏习惯？ 这真的很难！ 你有没有为你说过或做过的事情向某人道歉，然后一周后你

又做了同样的事情？ 我有过。

我们的罪深深植根于我们的心中。 神正在使我们更加圣洁。 但是，在我们进入天堂之前，这项工作不会完

成。 我们不能完全遵守上帝的律法。 但上帝的律法是完美的，因为他是完美的。 请和我一起再看申命记

11：26-28。 

26 “看哪！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 

27 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　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

28 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事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就

必受祸。”

这让你感觉如何？ 这让我有点不舒服，因为我知道我每天都置身于上帝的命令之外。 我不想要上帝的咒

诅，但我知道这是我应得的。

但神太爱我们了，没有不给我们盼望。 当神把他的律法赐给旧约中的百姓时，他知道他们不能完全遵守他

的律法。 這就是為什麼神指示獻上动物，来洗清人犯罪之后的罪疚。 然而，即使在献上成千上萬的動物之

後，人們仍然處於罪的咒詛之下。 当一个人活出完全顺服的生活时，这一切就都改变了。 耶稣是唯一因为

顺服而配得神完全的祝福的人。 但恰恰相反，耶稣遭受了我们该受的咒诅和惩罚。 请听加拉太书3：13说：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 

福音是好消息，因为它应许要让人从咒诅中逃出来。 如果我们相信神把我们的咒诅放在耶稣身上，我们就



会得到神的祝福。 请和我一起看约翰福音6：28-29。 

28 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工呢？” 

29 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工。” 

我们顺服神最重要的方式是相信耶稣作为我们的救主而受死和复活。 主耶稣的这个决定将影响人类几千年

之后的未来。 我们在地上经历的祝福和诅咒是暂时的。 今天的祝福只是天堂永恒祝福的图像和提醒。 我們

在地上經歷的痛苦和迫害，與地獄永恆的詛咒相比只是暫時的詛咒。 你必须做出这个选择。 相信福音，接

受耶稣成为你的主和救主，或者相信你自己的想法，拒绝耶稣为主。

我希望你相信弥赛亚，因为这是接受神永恒祝福的唯一途径。 我们永远无法完全遵守上帝的律法。 只有耶

稣能做到。 神接受并爱我们，让我们作为他的儿女，因为我们来到父神面前时耶稣完美的一生都算在了我

们的头上。 当我们遵守上帝的律法并敬拜他时，我们是在用耶稣赐给我们的能力去做。 我们这样做是为了

回应上帝的爱，而不是为了赢得他的爱。

我们今天在申命记中读到的祝福和咒诅并不是关于遵循规则。 而是关于跟随神。 基督徒的生活不是遵循规

则。 而是关于跟随耶稣。 当我们爱他并跟随他时，我们也会通过我们顺服的生活来荣耀他。

现在让我们⼀起祷告：
耶稣，你对我们的爱超出了我们的理解。 你知道我们选择了罪和不顺服的道路。 但你爱我们到足以代替我

们死去。 你过了圣洁、完美的生活，这样我们就能奉你的名领受生命和祝福。 阿爸父，求祢今天賜給我們

聖靈，幫助我們在順服和愛中行走，回应祢傾注在我們身上的慷慨和愛的。 我们感谢你，奉救主耶稣的名

祷告。

阿们。

One Voice Fellowsh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