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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惟独敬拜雅伟你的神 
（下篇） 

张成 

 

 

启示录 5 章的天上的敬拜 

Proskuneo（敬拜）一字在新约共出现了 60 次，其中的 24 次是

出现在启示录。可见“敬拜”是启示录的一个重要主题。那么启示

录里的敬拜对象是谁呢？如果耶稣基督是神，他应该是启示录里的

敬拜对象。但事实恰恰相反，启示录里的敬拜对象惟独是雅伟神，

无一例外。启示录唯一一处仿佛是在描述敬拜基督的就是第 5 章。

我们先看第 8 节： 

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

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

祷。（启示录 5 章 8节） 

这节经文给人的印象是，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是在敬拜羔羊

（基督）。但这节经文只用了俯伏（pipto）一字，没有提到敬拜。

我们在上篇已经看到，pipto 一字是“俯伏”的意思，是表达尊崇、

尊敬的动作，这个字本身没有敬拜神的含义（参看太 18:26）。 

13 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

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

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14 四活物就说：

“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启示录 5章 13-14 节） 

第 14 节就用了“俯伏”（pipto）和“敬拜”（proskuneo）两字。

尽管第 14 节没有明确地说众长老是俯伏敬拜羔羊，但 13 节给人的

感觉他们是在敬拜雅伟神（坐宝座的）和羔羊。如果羔羊不是神，

为什么万物要将颂赞、尊贵、荣耀、权势归给羔羊呢？这是否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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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证明基督是神，我们可以敬拜基督呢？ 

其实启示录 5 章已经解释得一清二楚了。只要我们肯放下“耶

稣是神”的先入为主概念，一切就一目了然了。若想正确明白为什

么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俯伏在羔羊面前，以及羔羊为何受到万物

的尊崇，我们得掌握 5 章的整体图画、信息。只专注在某一节上，

就会成了瞎子摸象，错会了它的意思。 

1 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

封严了。2 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

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3在天上、地上、地底下，

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4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

那书卷的，我就大哭。(启示录 5 章 1-4节) 

启示录 5 章提到了一个被七印封上的书卷，这书卷是在坐宝座

的（雅伟神）右手中。“书卷”这个字在 5 章频频出现（1,2,3,4,5,7,8,9

节），成了 5 章的关注点：谁配得从神手中领受封上了七印的书卷？

约翰将要得到的启示都隐藏在这书卷里，若没有人能打开这书卷，

神的救恩计划就会永远封上，无法知晓，无法成就。当约翰看到没

有天使或人配得领受这书卷时，他就急得嚎啕大哭。 

5 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

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

印。”6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

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

天下去的。7 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

(启示录 5章 5-7节) 

这时，其中一位长老就安慰约翰，告诉他惟有羔羊（基督）才

配得展开书卷、揭开七印，因为他已经得胜了。启示录 5 章三次用

“被杀的”来形容羔羊（6,9,11 节）。因为羔羊的舍己、被杀，所

以雅伟神看他配得展开书卷。这也意味着神的宏观救恩计划已经借

着羔羊的被杀成就了。 

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

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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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启示录 5 章 8节） 

留意，正是在羔羊从雅伟神手里领受了书卷的那一刻，四活物

和二十四位长老才俯伏在羔羊面前。他们向他俯伏以示尊崇，不是

因为他是神，而是因为他得胜了，坐宝座的雅伟神赐他权柄，配得

打开书卷。 

9 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

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

叫他们归于神，10 又叫他们成为国民，作祭司，归于神，

在地上执掌王权。”(启示录 5章 9-10节) 

第 9 和 10 节两次提到“归于神”。羔羊的被杀、流血成就了雅

伟神的救恩计划，使万民可以归于雅伟神。留意，万民不是归于羔

羊，而是归于雅伟神，因为羔羊的使命就是把万民带到神面前，与

神和好（罗 5:1, 林后 5:18）。那些跟从羔羊的人就是“蒙拣选的族

类、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彼前 2:9）。 

11 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

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12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

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

(启示录 5章 11-12节) 

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

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

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 5章 13节） 

雅伟神的宏观救恩计划是借着羔羊的被杀、流血大功告成的。

正因如此，雅伟神看羔羊配得至高的荣耀，将手中的书卷交给了羔

羊，也借此确立了羔羊作为万有的主的地位。所以就在那一刻，四

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8 节）、千千万万的天使（11 节）、以及所有

的受造物（13 节）都异口同声、同心合意地把荣耀、权柄、颂赞

归给羔羊。 

留意 13 节的颂赞是“一切所有被造之物”向坐宝座的（即雅

伟神）和羔羊发出的。之前的颂赞（9-10, 11-12 节）只是针对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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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为什么呢？我们必须明白，“一切所有被造之物”向羔羊献

上颂赞、荣耀，不是因为羔羊是神，而是因为借着羔羊的舍己，雅

伟的救恩计划得以成全；正因如此，羔羊是配得“一切所有被造之

物”的尊崇。 

但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宏伟的救恩计划是源自雅伟神。如果“一

切所有被造之物”都当向羔羊献上颂赞、荣耀、感谢，他们岂不更

应该将荣耀、赞美、感谢归给雅伟神吗？正因如此，在 5 章的结尾

（13,14 节），“一切所有被造之物”将专注点从羔羊身上又转移到

雅伟神身上。 

启示录 5 章是腓立比书 2 章 9-11 节的应验 

雅伟神在四活物、二十四位长老、千千万万的天使、以及所有

受造物面前，将书卷赐给了羔羊，这就是把至高的荣耀赐给了羔羊。

在那一刻，羔羊就成了在一神之下、万有之上的主，难怪乎万有都

向他献上尊崇和称赞。 

保罗在腓立比书 2 章 9-11 节已经预先讲述了这个得胜的异象： 

① 因为基督对雅伟神“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腓 2:8）； 

② 雅伟神就“将他升为至高”（腓 2:9）； 

③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腓 2:10）； 

④ “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腓 2:10-11）； 

⑤ 最终“使荣耀归于父神”（腓 2:11）。 

留意腓立比书 2 章 11 节的最后一句话：“使荣耀归于父神”。

基督（羔羊）的确配得万有的尊崇、感谢、称赞、荣耀，但别忘了，

雅伟神才是这个宏观救恩计划的源头和发起者，一切的荣耀最终都

当归于他。所以启示录 5 章的颂赞，最终是回到一切美善的源头—

—雅伟神身上：所以“众长老也俯伏敬拜”（启 5:14），“使荣耀归

于父神”（腓 2:11）。 

我们别忘了，众长老是朝着坐宝座的雅伟神俯伏敬拜的，而羔

羊正好是站在坐宝座者的右边（7 节），但他们敬拜的不是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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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 14 节没有明说他们是在敬拜羔羊。关于这一点等我们看启示

录 7 章时，一切就会一清二楚。 

启示录呼吁我们惟独敬拜雅伟神 

启示录 5 章（8 节，13-14 节）是唯一一处仿佛是在谈论敬拜基

督的经文。但当我们纵观启示录其它有关敬拜的经文，就会发现启

示录由始至终从未教导人敬拜基督。启示录强调的是惟独要敬拜雅

伟神。 

9 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

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

穿白衣，手拿棕树枝，10 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与坐在

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与羔羊。”（启示录 7章 9-10节） 

这两节经文跟 5 章 13 节非常相似，虽然没有说到敬拜，然而

将羔羊与雅伟神相提并论，再加上万国万民对羔羊的拥戴，就会令

人觉得他是与神平等的。事实是否如此呢？要留意，第 10 节称坐

在宝座上的那一位为“我们的神”，却没有称羔羊为我们的神。 

11 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

面伏于地敬拜神，12 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

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启示录 7章 11-12节） 

9 节和 10 节说到万物将颂赞归给坐宝座的雅伟神和羔羊，11

节旋即说到众天使都在宝座前面伏于地（pipto）敬拜（proskuneo）

神。尽管羔羊是在神的右边，但这里没有提到敬拜羔羊。三位一体

论者可能会解释说，羔羊也是神，所以没有必要区分羔羊和父神。

若是这样，为什么第 10 节又要区分“我们的神”和“羔羊”呢？ 

虽然 9 和 10 节说到万民将荣耀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但 11 和

12 节又再次把焦点放在雅伟神身上。众天使、长老、活物俯伏敬

拜雅伟神，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他，因为惟独他才是“我们的神”（10, 

12 节），是我们救恩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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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二十四位长老，就面伏于地

敬拜神，17 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

谢你！因你执掌大权作王了。”（启示录 11章 16-17节） 

留意这二十四位长老是面伏于地（pipto）敬拜（proskuneo）神。

他们敬拜的对象是全能者雅伟神，不是羔羊。 

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

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

的。”（启示录 14章 7节） 

这里说到“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应当敬拜

（proskuneo）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这是天使向地上

万民的呼吁。天使没有呼吁人敬拜羔羊，而是呼吁人敬畏、荣耀、

敬拜创造天地万物的神。 

3 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啊，

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世之王啊（“世”或作“国”），

你的道途义哉，诚哉！4 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

归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

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启示录 15 章

3-4节） 

第 3 节提到“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他们唱的是什么歌呢？

内容显而易见，是敬拜神的歌。为什么将摩西和羔羊相提并论呢？

因为他们都是神的至高仆人和代表，神差遣他们来拯救、带领以色

列人和万民归向、敬拜全能者雅伟神。 

现在羔羊的身份应该很明确了。羔羊不是我们敬拜的对象，因

为他不是神。羔羊的任务是拯救、带领、教导万民敬拜神。这一点

务要看清楚。 

4 那二十四位长老与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坐宝座的神，说：

“阿们，哈利路亚！”5 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

仆人哪，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
6 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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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

（启示录 19章 4-6节） 

二十四位长老与四活物都俯伏（pipto）敬拜（proskuneo）坐宝

座的神。留意这里完全没有提到敬拜羔羊。二十四位长老与四活物

代表了级别很高的天使，跟神关系特别密切。四活物跟神的关系

似乎比二十四位长老跟神的关系还要靠近。他们带领着神的众仆

人一起敬拜、赞美雅伟神全能者，因为惟独他是“我们的神”（5，

6 节）。 

我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

并你那些为耶稣作见证的弟兄同是作仆人的。你要敬拜

神。”因为预言中的灵意乃是为耶稣作见证。（启示录 19

章 10节） 

原来我们和天使，包括旧约的先知，都是在做同样的工作，就

是为耶稣作见证，而耶稣则是雅伟神的见证人（启 1:1-2）。天使提

醒约翰和神的众仆人当敬拜神。留意天使没有提到要敬拜耶稣。从

天使的劝勉可见，人是不可以把天使或人当作神来敬拜的，我们惟

独敬拜神。 

8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我既听见、看见了，

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俯伏要拜他。9他对我说：“千万不

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这书上言语的

人，同是作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启示录 22章 8-9节） 

约翰可能是出于敬畏和感谢，又想向天使下跪，天使再次阻止

了他，提醒他要敬拜神。这个呼吁也是针对“你的弟兄众先知，并

那些守这书上言语的人”说的。即是说，天使是呼吁所有信神、服

侍神的人惟独敬拜神。启示录的信息是何等清晰响亮！ 

启示录在最后发出这个呼吁，会不会是一个预言，提醒教会

不要离弃独一的真神转而去敬拜偶像？事实证明，我们偏离了。

教会已经以三位一体神代替了雅伟神，转而去敬拜一个“三位一体

第二位格的子神”。雅伟神已经不再是我们敬拜、侍奉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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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圣经的教导是一致的。雅伟不论是在旧约或新约，都是一切受

造物的神，惟独他才配得我们的敬拜和侍奉。这是圣经的强调（特

别是启示录），也是主耶稣给予门徒的嘱咐（参看上篇）。我们不要

受魔鬼的迷惑，转而去敬拜、侍奉他的“三位一体基督”。 

有关“敬拜的对象”的查考就到此为止。结论是非常明确的：

耶稣不是我们敬拜的对象，因为他不是神，他是神的羔羊、神的基

督，是神兴起来拯救我们的拯救主。尽管我们感谢、尊崇、跟从主

耶稣，因为他为我们舍了自己，但我们万万不能以他来替代雅伟神，

惟独雅伟才是我们的神，是我们敬拜的对象。 

耶稣说：“撒但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 

‘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 

 马太福音 4章 10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