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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樂人你在那裏？  
文炳坤博士 

 
(以下文章是在二零零二年一月十九日由多倫多華人聖樂團所舉辦的大多市聖樂培靈會中的講章，

經過整理後發表。) 

 

以色列人的興亡與敬拜有關  
當我們細意從以色列人的歷史中觀察，便發覺到以色列人的經歷與今日聖樂事奉人員有三個相同

點：  
1) 以色列人與今日聖樂事奉人員都是神所寵愛並揀選他們來服事  
2) 以色列人與今日聖樂事奉人員在敬拜的事情上曾經有輝煌的過去  

以色列人在敬拜神的服事上最輝煌的一頁就是記載在代下 5:1ff。經文描繪到所羅門

王為耶和華建聖殿後，在獻殿禮的敬拜。在以色列人的歷史中，大衛王至所羅門王的

早期國家是最富強的，他們在敬拜上是得蒙神的悅納。在該次的敬拜中，他們特別蒙

福，得嘗在地若天的敬拜福氣，這敬拜的描繪只出現兩次，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以

賽亞書六章的記載。有關這獻殿禮的敬拜聖經這樣說： 

『吹號的、歌唱的、都一齊發聲、聲合為一、讚美感謝耶和華‧吹號、敲鈸、

用各種樂器、揚聲讚美耶和華說、耶和華本為善、他的慈愛永遠長存‧那時

耶和華的殿有雲充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職、因為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神

的殿。』(代下 5:13-14) 

3) 以色列人與今日聖樂事奉人員都在敬拜神的事上面對很大的挑戰  

歷史告訴我們，以色列人的興亡，由創世記到啟示錄，都是與敬拜有關。他們重複地

在敬拜的事上掙扎：當他們的敬拜得到耶和華的悅納，國家便興旺；相反地，當他們

在敬拜事上失腳，國家便淪亡，分裂、被虜、甚至亡國。 

 

當我們分析，便發現以色列人的失敗是有五個因素，我們嘗試在以下一起探討，希望能對我們的事

奉成為一個『前車可鑑』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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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失敗的五個因素  
A. 上樑不正下樑歪  

以色列人歷代的王帝大多是不敬畏神，先是開國王帝掃羅王，其身不正，懼怕群眾多過神，

(撒上 13:1ff) 掃羅作以色列王二年的時候、與非利士人爭戰掃羅約了撒母耳在吉甲來獻燔祭

和平安祭，等了七日‧撒母耳還沒有到、百姓也離開掃羅散去了。 (撒上 13:8) 掃羅自行獻

上燔祭。剛獻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撒上 13:9) 撒母耳說、你作的是甚麼事呢‧ 

『掃羅說、因為我見百姓離開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來到、而且非利士人

聚集在密抹‧所以我心裏說、恐怕我沒有禱告耶和華、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攻擊我、

我就勉強獻上燔祭。』(撒上 13:11-12) 

『撒母耳對掃羅說、你作了糊塗事了、沒有遵守耶和華你 神所吩咐你的命令、

若遵守、耶和華必在以色列中堅立你的王位、直到永遠。現在你的王位必不長久‧

耶和華已經尋著一個合他心意的人、立他作百姓的君、因為你沒有遵守耶和華所

吩咐你的。』(撒上 13:13-14) 

 

B. 生命與敬拜脫鉤  

神藉著先知以賽亞指出以色列人在敬拜神事上的盲點： 

『……這百姓親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卻遠離我‧他們敬畏我、不過是領

受人的吩咐。』(賽 29:13) 

以色列人一次又一次地犯同樣的錯，把敬拜當作一個宗教規條和活動，與他的生命沒有關

係。掃羅王自從上一次事件後，他在與亞瑪力人之戰役中又再次在敬拜上犯錯，耶和華已

命令他：『現在你要去擊打亞瑪力人、滅盡他們所有的、不可憐惜他們、將男女、孩童、

喫奶的、並牛、羊、駱駝、和驢盡行殺死。』(撒上 15:3) 他們打勝仗，但『掃羅和百姓

卻憐惜亞瑪力王亞甲、也愛惜上好的牛、羊、牛犢、羊羔、並一切美物、不肯滅絕‧凡下

賤瘦弱的、盡都殺了。』(撒上 15:9) 『百姓卻在所當滅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

吉甲獻與耶和華。』(撒上 15:21) 撒母耳大罵掃羅說：『耶和華喜悅燔祭和平安祭、豈如

喜悅人聽從他的話呢‧聽命勝於獻祭、順從勝於公羊的脂油。 悖逆的罪、與行邪術的罪

相等‧頑梗的罪、與拜虛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厭棄耶和華的命令、耶和華也厭棄你作

王。』(撒上 15:22-23) 這個事件證明了神不一定悅納我們的敬拜。不按著神心意的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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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不悅納的。 

 

C. 輕率神的律例  

掃羅王因得罪神，所以耶和華命撒母耳另立大衛王作王。但自從大衛王以後，由所羅門王的

晚年開始，以色列國的情況每況愈下。聖經記載：『所羅門年老的時候、他的妃嬪誘惑他的

心、去隨從別神、不效法他父親大衛、誠誠實實的順服耶和華他的神。』(王上 11:4) 耶和

華向所羅門發怒對他說： 

『你既行了這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約和律例、我必將你的國奪回、賜給你

的臣子。然而因你父親大衛的緣故、我不在你活著的日子行這事‧必從你兒子的

手中將國奪回。』(王上 11:11-12) 

所以在所羅門以後國家便分裂成為南北兩國，南國猶大，北國以色列。自此以後，兩個國家

持續在敬拜耶和華和敬拜偶像的事上掙扎。北國以色列先被亞述人滅國，國運只持久了 240

年1。南國猶大的情況如北國一般，到約西亞王的時代，猶大國快面臨被虜和亡國的日子。

約西亞王是猶大國最後的好王帝，他一心要跟從耶和華，『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效法

他祖大衛所行的、不偏左右。』(代下 34:2) 他在位十二年，便實行敬拜大改革，除掉邱壇、

木偶、雕刻的像、和鑄造的像。 他在修理被猶大王所毀壞的聖殿，偶然發現摩西所傳耶和

華的律法書，又知到他們『列祖沒有遵守耶和華的言語、沒有照這書上所記的去行、耶和華

的烈怒就倒在他們身上。』(代下 34:21) 在舊約時，遵守律法是表達敬拜神和屬於神的子民。

在神的約櫃內放置了十誡的法板，有約櫃的同在相等於有神的同在。神的律法，除了十誡以

外，就是記載在聖經的首五卷書，統稱摩西五經 (創、出、利、民、申)。內容包括人與神

相處的規則、敬拜歌頌神的規則、人與人相處的規則。從這樣來看，猶大國已有多年沒有按

神的律法書來治國，甚至律法書失傳多久至今才發現，可想國家的衰亡必無原因。 

 

D. 曲解真理  

當神的律法被遺忘，真理自然被曲解。以色列人任意妄為 ----『地滿了行淫的人‧……他

們所行的道乃是惡的、他們的勇力使得不正。連先知、帶祭司、都是褻瀆的、…… 』(耶 

23:10-11) 聖職人員也如是 ----『我在撒瑪利亞的先知中曾見愚妄、他們藉巴力說豫言、

使我的百姓以色列走錯了路。我在耶路撒冷的先知中曾見可憎惡的事、他們行姦淫、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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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妄‧又堅固惡人的手、甚至無人回頭離開他的惡、他們在我面前都像所多瑪、耶路撒冷

的居民都像蛾摩拉。』 (耶 23:13-14) 他們不按神的心意講解真理和預言 ----『這些先知

向你們說豫言、你們不要聽他們的話‧他們以虛空教訓你們、所說的異象、是出於自己的

心、不是出於耶和華的口。』(耶 23:16) 『我沒有打發那些先知、他們竟自奔跑、我沒有

對他們說話、他們竟自豫言。』(耶 23:21) 

 

E. 高傲頑梗  

神藉著眾先知不斷地向以色列人呼喚：『耶和華的話臨到耶利米、說、你當站在耶和華殿

的門口、在那裏宣傳這話、說、你們進這些門敬拜耶和華的一切猶大人當聽耶和華的話。

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如此說、你們改正行動作為、我就使你們在這地方仍然居住。

你們不要倚靠虛謊的話、說、這些是耶和華的殿、是耶和華的殿、是耶和華的殿。』(耶 7:2-4) 

可惜，以色列人心高氣傲，任意妄為 ---- 『看哪、你們倚靠虛謊無益的話。你們偷盜、

殺害、姦淫、起假誓、向巴力燒香、並隨從素不認識的別神‧且來到這稱為我名下的殿、

在我面前敬拜、又說、我們可以自由了‧你們這樣的舉動、是要行那些可憎的事麼。這稱

為我名下的殿、在你們眼中、豈可看為賊窩麼‧我都看見了‧這是耶和華說的。』(耶 7:8-11) 

以色列人的頑硬『從猶大王亞們的兒子約西亞十三年、直到今日、這二十三年之內、常有

耶和華的話臨到我、我也對你們傳說、就是從早起來傳說、只是你們沒有聽從。耶和華也

從早起來、差遣他的僕人眾先知到你們這裏來、只是你們沒有聽從、也沒有側耳而聽』 (耶 

25:3-4) 單在耶利米時代，神已呼喚了以色列人二十三年，只是他們『沒有聽從、也沒有

側耳而聽』 
 

聖樂事奉人員的省察  
 
我們試重以色列人失敗的五個因素來作自我的檢討： 

A. 上樑不正下樑歪 

我們在事奉中作帶領的態度如何？我們是否遵照神的吩咐來帶領？或是我們像掃羅王般怕

詩班員離開便遺背神的吩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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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生命與敬拜脫鉤 

20thC 的教會不是不敬拜，他們注重敬拜的模式、音樂的風格，很少談到生命的敬拜，這樣

的敬拜有如掃羅王的敬拜，他以為神是要求敬拜的禮儀和祭物，誰知撒母耳郤說：『耶和華

喜悅燔祭和平安祭、豈如喜悅人聽從他的話呢‧聽命勝於獻祭、順從勝於公羊的脂油。 悖

逆的罪、與行邪術的罪相等‧頑梗的罪、與拜虛神和偶像的罪相同‧』(撒上 15:22-23)神所

要求的敬拜是『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的敬拜。』20thC 是一個只看重工作表現而不看品行的

世代，前任美國總統克林頓的性羞聞傳出，有不少人支持他繼續作總統，因為只要克林頓的

工作表現好，他的品行是不重要的。我們邀請聖樂事奉人員的態度不能只看工作能力和果效，

因為神看重事奉人的生命過於他手所作的。昔日的以色列人只有敬拜耶和華的禮儀、活動和

外表，但他們的品格和德行，耶和華有這樣的描繪『看哪、你們倚靠虛謊無益的話。你們偷

盜、殺害、姦淫、起假誓、向巴力燒香、並隨從素不認識的別神‧且來到這稱為我名下的殿、

在我面前敬拜、又說、我們可以自由了‧你們這樣的舉動、是要行那些可憎的事麼。這稱為

我名下的殿、在你們眼中、豈可看為賊窩麼‧我都看見了‧這是耶和華說的。』(耶 7:8-11)

我們的敬拜又如何呢？教會的敬拜又如何呢？我們有沒有看神的殿為『賊窩』呢？ 
 

C. 輕率神的律例 

今日的信徒多受後現代主義的影響，認為『世事無絕對』，世上沒有一個絕對的標準，只要

別人認為適合又不損害他人便可以，不用執著，不用對抗。他們用『我認為是對』的方法決

定一切，不論敬拜的觀念、敬拜音樂的風格，只要是『我認為對』就可以了。這種想法和做

法是錯誤的，因為『世事是有絕對』，神是絕對的，世上是有一個絕對的標準，神的話語就

是真理，就是絕對的標準。我們不可以如昔日的以色列人般把神的律例忘掉。 

 

D. 曲解真理 

今日有些教會對一些聖樂與敬拜的真理有不少的誤解，我現指出三個常見的問題。 

1. 『心靈誠實』 

約 4:19 婦人說、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 20 我們的祖宗在這山上禮拜．你

們倒說、應當禮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 21 耶穌說、婦人、你當信我、時候

將到、你們拜父、也不在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 22 你們所拜的、你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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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我們所拜的、我們知道．因為救恩是從猶太人出來的。 23 時候將到、

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要用心靈[G4151 pneu'ma (pnyoo'-mah) 

(pνeυµa)]和誠實[G0225 a-le'theia (al-ay'-thi-a) (aληθeιa)]拜他、因為父要這樣的

人拜他。 24  神是個靈[G4151 pneu'ma (pnyoo'-mah) (pνeυµa)]．〔或無個字

〕所以拜他的、必須用心靈[G4151 pneu'ma (pnyoo'-mah) (pνeυµa)]和誠實

[G0225 a-le'theia (al-ay'-thi-a) (aληθeιa)]拜他。 

 

不少信徒以為這經文是說：敬拜神只要真心把情感擺上便得神的悅納。 

原文的意思：“心靈” [G4151 pneu'ma (pnyoo'-mah) (pνeυµa)]是名詞，在新約用了 380

次，多用作指聖靈，只有 49 次是用作人的心靈2。而“誠實”[G0225 a-le'theia 

(al-ay'-thi-a) (aληθeιa)]3是名詞，在新約用了 109 次，多指真理、神的話語，只有 2 次

是用作『誠懇』。所以，正確的解釋應是：我們的敬拜是要『藉著聖靈基於真理』，

這觀念正乎合主說『時候到了，現在就是』，這『時候』是指衪要離世的時候到了，

新時代的來臨，只有衪的話語(真理)和保惠師的存留。也許可以牽強地解作『真心把

情感擺上』，但前者的真意仍不可忽略。 

 

2. 『口味各不同』 

這是有關選用敬拜音樂常見的誤解：聖經中有記載多總類的音樂使用，有用作軍事的、

康樂、醫療、敬拜。每一類的音樂的重點不同，對象也不同，敬拜音樂的重點和對象是

神，不是會眾，不是傳福音，希伯來書 13:15 提醒我們敬拜音樂是一個呈獻給神的靈祭 

『我們應當靠著耶穌、常常以頌讚為祭、獻給 神、這就是那承認主名之

人嘴唇的果子。』(來 13:15) 

所以要合神的要求，討神的喜悅，單一為神而獻上，教會不應用敬拜音樂來討會眾的喜

悅，教會要尋求『神的音樂口味』。 

 

3. 『只要有好歌詞』 

不少信徒認為，一首詩歌，詞比曲更為重要，這是一個錯誤的觀念，一首詩歌的曲和詞

是同樣重要，缺一不可。詞是詩歌的靈魂，所以要表達真理，曲是詩歌的身體，要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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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的意思、情感和意景，我們不可輕率曲與詞的配答，不然這詩歌便成為魂不附體。 
 

E. 高傲頑梗 

以色列人高傲頑梗，不願回轉，在耶利米時代，神已呼喚了他們二十三年，『只是你們沒有

聽從、也沒有側耳而聽』。我們的態度又如何呢？有人說本世紀是一個『自我中心』的一代

每事都以自我為中心：My style, my taste, “my music”, “my life”。這是有性格，但不合聖經的

教導，保羅指出一個重生的信徒是要『脫去舊人穿上新人』(弗 4:21-24) 

『如果你們聽過他的道、領了他的教、學了他的真理、就要脫去你們從前行為上的

舊人．這舊人是因私慾的迷惑、漸漸變壞的． 又要將你們的心志改換一新．並且穿

上新人．這新人是照著 神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 

保羅在加 2:20 又指出信徒應有的心態，他說：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

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是因信 神的兒子而活、他是愛我、為我捨己。』 

我們應該在主裏有性格，我們要有 God’s style, God’s taste, God’s music, God’s life. 

 

神的呼召  
 
當以色列人仍是頑梗的時候，主差遣耶利米去叫他們回轉，神呼召耶利米說： 
『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為要施行拔出、拆毀、毀壞、傾覆、又要建立栽植。』(耶 1:10) 
 
意思是要耶利米『重整』以色列人的生命和敬拜，把不合神心意的『拔出、拆毀、毀壞、傾覆』，『要

建立栽植』合神心意的。耶利米的立刻反應： 
 

我就說、主耶和華阿、我不知怎樣說、因為我是年幼的。(耶 1:6) 
 

他對自己沒信心，他在想 ---- 『我是誰？怎可以承擔？神啊！你有沒有弄錯？』耶和華的回應 
『…你不要說我是年幼的‧因為我差遣你到誰那裏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說甚麼話、你都要說。

你不要懼怕他們、因為我與你同在、要拯救你‧』(耶 1:7-8) 
 
神沒有說容易和沒有危險，這是又大又難、也是危險，好像愚公移山一般，會受逼迫和不被接納。

但衪應許：『我與你同在』和『我要拯救你』，並要藉著模造賜予『能力』。 
 『於是耶和華伸手按我的口、對我說、我已將當說的話傳給你。』耶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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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觸摸是神的模造 --- 對付我們的軟弱，一個神所呼召和使用的工人，他的生命是曾被主所觸摸過

的，耶利米的軟弱是『不知怎樣說』，神便按他的口。神的觸摸，在我們生命上留下一個深深的痕

跡，這是神在我們身上的烙印，神的模造是令人感覺痛苦，這是為了建立我們能力去完成衪所交托

的。耶和華對耶利米說：『我已將當說的話傳給你。』神的模造是使用我們的前奏，這是必定的，

因為這是工作的訓練，這是神加力給工人的方法。教我們謹記，我們是屬主的人，有屬於主的標記。 
我們本是『無能』，這是神的能力，教我們更要謙卑服事。我相信今天聖靈己與你講說話，以色列

人的失敗給我們不少的提醒，你是否願意重新立志來服事主呢？ 
 
以色列人的失敗也給我們看見今日教會在聖樂和敬拜的事奉上面對的挑戰和危機，當我們自省的時

候，便察覺到我們多年沒有按著神的律例來敬拜和歌頌。在以色列人仍是頑梗的時候，主差遣耶利

米去叫他們回轉，今天的耶利米在那裡呢？聖樂人你在那裏？ 

 

 
                                                
1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e Encyclopedia, Albany: Books For The Ages, 1997, vol. 5, p.737. 
2 Thayer Greek Lexicon #4151 pνeυµa. 
3 Thayer Greek Lexicon #225 aληθeι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