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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師記 17-21 章記載了以色列人進迦加南後,所造成的惡

果。這五章經文展現了以色列人中各種任意妄為的行為，從宗

教信仰到社會各方面,從一個家庭到以色列的一族和全體支

派,無論是平民百姓還是支派的決策者,都沒例外。 

   總的來說是當時以色列中沒有王,各人任意而行。然而,我

們從整本士師記來看,完全是以色列人不把耶和華當作他們

的王的結果。他們完全把與他們立約的神拋在一邊,置神透過

摩西所賜給他們的誡命、律例和典章不顧,任意而行。雖然神

曾多次親自或差派先知使者警告以色列人（參: 2:1- 5 ；

6： 8-10;10： 11-14）-不可離棄與他們立約的神而去事奉別

的神,但是以色列人卻把這些警告當作耳邊風,一旦神興起士

師拯救他們脫離敵人的手之後,他們就重蹈覆轍,又去隨從外

邦人的神巴力。表面看來,那時以色列人雖然沒有像當地的外

邦人般,有自己國王的管理,但是他們把摩西、約書亞對他們

的教導和叮嚀都完全忘記了,更隨從當地外邦人的風俗去敬

拜巴力和偶像。 

   以色列民在進入迦南地之初沒有趕出他們所得之地上的

外邦敵人,也沒有聽從神的警告,因此,那些迦南人就作了他

們肋下的荊棘,迦南人的神就作了以色列民的網羅（2： 3）。

以色列人起初的妥協及迦南化所造成的後果，都是我們現今

教會和基督徒的警戒,為我們今天所處的環境,與當時的以色

列人有許多相類似的。  

   今天我們是處於一個完全開放的時代,各種哲學思潮、文

化宗教及政治理念都各自存在,並且相互影響。北美就像一

個大熔爐,又像一塊馬賽克拼圖,多元文化和外邦宗教的影響

無孔不入。在一個講究所謂“彼此接納、包容”的社會中,

人很難不受周圍環境的影響。基督徒和基督教會也像當時的

以色列人一樣,面臨各種各樣的挑戰。“多元文化”正虎視

眈眈,尋找可吞吃的對象。基督徒若稍不留神,不經意中與這

個世代妥協,隨從今世的風俗,逐漸地就像當時以色列人被迦

南化一樣…最終被這個社會所同化,遠離我們最初所持守的

信仰。其實我們可以從一些教會中發生的事情如:教會接受

墮胎、同性戀的價值觀…等,已經可見世俗化對教會的一些

影響和傷害。當曰以色列人的失敗,對我們今天的教會正是

一面鏡子,可以常常反映、省察自己。 

   從士師記 17章,我們以米迦造像,歸納幾點,作為我們當今

的警惕: 

 一）道德觀念上黑白顛倒:17章的經文中並未明顯記載米迦

如何偷母親的銀子,只記載米迦似乎因為害怕他母親的詛咒,

所以把銀子歸還。作者有意無意地將米迦所犯的第八條誡命

輕輕地帶過。可是他的母親不但沒責備他,反而用耶和華的 

                     前車可鑒        (摘錄自名師文庫)           

名給他祝福。可見當時對於罪的敏感性已經不存在,也因

此在道德觀念上已沒有所謂的是與非、對與錯。 今天,一

些與世俗力量妥協的教會,在一些該堅持的事上放棄堅

持,甚至在教會容忍、姑息犯罪的事。如信徒、傳道人犯

罪和教會容許同性戀的人做領袖…等。 

二）在信仰上有名無實:米迦母親妄稱耶和華的名為米迦

祝福,又分出被偷的銀子給米迦造像獻給耶和華。而米迦

為敬拜耶和華所作的一切,表面上似乎在敬拜神。然而，

他所作的,就像主所說的-這百姓親近我,用嘴尊敬我,心

卻遠離我（賽 29： 13）。一個世俗化的教會,只掛著教

會的名,由於已經與世界妥協了,它只是屬於世界，而不

是屬於神的。這樣的教會也不再連于元首基督,所以沒有

基督的生命在其中。就像啟示錄中的撒狄教會,“按名你

是活的，其實是死的”（啟 3： 1）。必不蒙悅。 

三）敬拜上完全與真理背道而馳:米迦為了所謂的敬拜,

不但在家中私立神堂又安置神像及以弗得,而且私立他

的兒子作祭師,再請利未少年人作他的家庭祭師。這樣的

敬拜方式完全與耶和華通過摩西設立的敬拜方式相違

背。申命記第四、五章一再告誡-不可雕刻偶像, 而米迦

卻偏偏這樣做。在出埃及記中,神只設立亞倫的後代擔任

祭師,米迦卻妄自設立祭師。米迦又在家私設神堂和神

壇,完全將宗教私有化。然而,這樣的敬拜和獻祭,完全與

神的教導背道而馳,也不會蒙神的悅納。一個世俗化的教

會,因為不按真理來敬拜,只是越敬拜越犯罪而已。  

四）服事上追求個人的私利:米迦敬拜耶和華的目的是為

求耶和華的祝福。利未少年人願意擔任米迦的祭師,目的

不過是為了一個住所,十舍客勒銀子，一套衣服及食物。

兩人的服事敬拜都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私利。世俗化的教

會往往將敬拜的目的世俗化,追求世俗的利益,服事的不

再是神而是人,服事的方法也不過是為了討人的喜歡,把

教會的服事變成一種謀生的方式,其目的不過是滿足自

己的利益。 

   士師記的最後五章中展現的以色列宗教社會的混亂

現象,完全是以色列人對迦南人妥協和一步一步迦南化

的最終結果。今天的基督徒和基督教會應以此為鑒。以色

列人的過去,提醒我們不可遠離神去迎合今世的風俗,使

我們的信仰有名無實,背離神的道,追求自己的私利。 

耶和華是我們的王,我們要單單事奉他,謹守他的誡命,

行在他的旨意當中,使我們的日子得以長久! 

      加拿大中華福音神學院 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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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的宣教心  
                                     -周功和 院長 

    近年來有越來越多的呼聲，說廿一世紀應是華人基督徒

興起，負起跨文化宣教責任的時代。他們說，教會遵行復

活主所賜予的大使命，類比跑接力賽，而華人基督徒應接

下最後一棒。筆者同意這是華人基督徒應該興起的時候，

只是認為接下最後一棒的，應是普世的教會，而不是任何

一個民族的信徒。中華福音神學院的創校院長，戴紹曾牧

師（1929- 2009），是一位來華宣教士，也是來華宣教士

的兒 子、孫子與曾孫。華神在以往四十多年的歷史裡，

曾 培養出一百多位跨文化的宣教士。雖沒有交白卷，但

也須承認以後應有更佳的成績。本文簡單地探討使徒保羅

的宣教觀念與實踐，希望能勉勵華神以及廣泛的華人教會

更積極地參與普世宣教事工，以致在本世紀結束前，完成

主所賜的大使命。  

1.志向–保羅的志向，就是不在基督的名被稱過的地方 

傳福音，免得建造在別人的根基上。他希望福音得以廣 

傳，讓未曾聽見的人都能明白（羅十五 20-21）。在第一 

次宣教旅行時，他在加拉太一帶建立教會；在第二與第三 

次宣教旅行時，他把福音由亞洲傳到歐洲，在馬其頓與希 

臘建立教會。他寫羅馬書的目的之一，是希望經過羅馬， 

蒙該地的教會送行，到西班牙去宣教（羅十五 22-25）。 

所謂「送行」，包含物資與人力（林後一 16；多三 13） 

的供應（注 1）。西班牙是當時羅馬帝國西邊的「地極」 

可見保羅有心在他有生的年日裡，遵行復活主的吩咐，把 

福音傳到地極（徒 一 8）。  

2.策略 –世界很大，人很多，所以傳福音需要有策略。

保羅的策略，是在神所引導他去的每一個地區，選兩三個

重要的城鎮，在其中建立教會，然後轉去另一個地區繼續

拓展（注 2）。如果要在任何一個地區把福音傳給每一個

人，他就不可能說，「我從耶路撒冷，直到以利哩古，到

處傳了福音。」（羅十五 19）他所謂的「傳了福音」，就

是戰略性地在每一個地區建立能成長、能傳福音的教會。

由此看來，大使命的成就，可能不是世界上每一個人都聽

到了福音，乃是每 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教會。  

筆者認為，若是要成立健康、為主作見證的教會， 那教

會的成員應有自己語言的聖經，至少有新約部分。威克理

夫聖經翻譯會有一個目標，就是到了 2025 年，餘下的還

沒有開始聖經翻譯的一千九百多種語言，都有人開始聖經

翻譯的工作（注 3）。既然每一 個民族擁有自己的聖經是

本世紀可以達成的目標，表示在本世紀結束前，餘下的大約

三千四百類民族都有自己教會，這也是可以達成的目標。 

3.聖靈的大能 -傳福音需要聖靈的大能。保羅見證說，神藉

他的「言語作為，用神蹟奇事的能力，並聖靈的能力，使外

邦人順服。」（羅十五 18）若不是聖靈的大能持續地彰

顯，福音的進展會很慢，大使命的完成就遙遙無期。十八世

紀在新英格蘭有大復興，稱為大覺醒。有一位神所重用的牧

者、佈道者與神學家，愛德華滋， 從救贖歷史的觀點，認

為從舊約時代直到主再來的日子，神會不斷地賜下一波一波

的復興（注 4）。教會的復興使福音的傳播得以突破性的開

展。事實證明， 二十一世紀在亞洲、非洲等地，聖靈的大

能正在彰 顯，使教會快速地增長。華人基督徒應積極地參

與靈魂的大收成，並且不停地向神禱告，求聖靈的火繼續在

信徒心裡焚燒，使我們為基督的聖名發熱心。 

4.方法 -保羅傳福音與建立教會的方法是言教兼身教（例 

如帖前一 4-5；二 6-12）。保羅建立教會有一個特色， 就

是速度非常快！他在一個地方逗留五、六個月，就成功地建

立了教會，並且很快就按立長老。跟著，他就向那教會告

辭，兩三年後，才回來探望那教會（注 5）。我們今日建立

教會的速度，比起保羅，真是望塵莫及。保羅的方法值得深

入地探討！ 對保羅而言，一項非常重要的事奉，是向外邦

教會募款，帶去周濟耶路撒冷教會裡貧窮的信徒（羅十五 

25-28 ；林後八-九）。外邦信徒在物質方面幫助猶太信

徒，是前者還福音的債，也促進兩者主內的合一。 神藉保

羅所行的神蹟，包含在他在所建立的教會裡，猶太人與希臘

人（以希臘文化為本的人）和睦地共存（參看；林前九 19-

23 ；弗二 11-22；三 6）。這是非常不容易的事，也是今日

跨文化事工的典範與理想（注 6）。  

5.憂傷 -同胞的不信，使保羅心裡時常傷痛（羅九 1-5）。 

不過，照著揀選的恩典，有部分以色列人是信主的 （羅十

一 1-6），包括他自己。不信的以色列人，如同橄欖樹上被

砍下來的枝子。至於信主的外邦人，好比野橄欖枝子逆著性

被接在橄欖樹上（羅十一 17-24）。 不過，保羅在傷痛中

得到神的安慰，因為神啟示他， 有一天，等到外邦人的數

目添滿了，以色列全家要得救（羅十一 25-30）。我們應效

法保羅，為被砍下的枝子（以色列人）而憂傷，也為未被接

上的枝子（未信主的外邦人）祈求。盼望在這個世紀裡，世

上的萬族都被接到橄欖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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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神學 -保羅的神學與他的宣教負擔息息相關。福音是神的

大能，拯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猶太人，後是其他的民族（羅

一 16）世人都犯了罪（羅三 23），因為都在亞當裡墮落

（羅五 12-21）。墮落的人不接受神在自然界清楚的啟示；

神的忿怒在他們身上（羅一 18-25）。罪的工價乃是死，唯

有神的恩賜，在主耶穌基督裡，乃是永生（羅五 12-14；

六 23）。墮落的人若是憑著肉體（血氣），想要立自己的

義（靠立功 之法），就不可能得救（羅三 27；四 1-2；

十 3；加二 16，21；弗二 8-9）（注 7），因任何時候我

們願意為善，便有惡與我們同在（羅七 21）（注 8）。任何

人得救，是因信靠耶穌基督（羅三 21-26）（注 9），因基

督被設立作挽回祭（羅三 25）。凡信靠祂的人，就被神算

為義，不算為有罪（羅四 1-8；加四 5-14）（注 10）。即

使許多以色列人不信，神的話沒有落空， 因為從以色列生

的不都是以色列人（羅九 6-18）（注 11）。凡效法亞伯拉

罕之信的，都是亞伯拉罕的後裔 （羅四 11-13；十 4）。  

每當傳福音有了成果，就需要牧養教會。保羅對教會的牧養

有豐富的教訓，但不能在本文討論。這一段所提到的，是要

凸顯保羅所傳的福音有其必須性與普 世性。必須性，是因

為全人類都被捆在罪中，走在滅亡的道路上；普世性，就是

福音對所有的人都一視同仁，沒有分別，因罪人都需要藉著

信靠基督，白白地稱義（羅三 22-24）。白白的恩典也是傳

福音的驅動力。正如保羅說，「在罪人中我是個罪魁，然

而，我蒙了憐憫」（提前一 15-16）。如此的神學，就是大

使命的神學。  

 結論 -今日的華人信徒應效法保羅的志向、策略與方 法，

把福音傳給萬民。我們應為未信的群眾憂傷，懇 求聖靈復

興教會，使教會能早日成就大使命。希望 華神今後栽培出

更多跨文化的宣教士，持守純正的信仰，心被恩感，委身大

使命。如果神所賜的召命是牧養教會，也要成為滿有宣教負

擔的牧者，領導教會的 信徒積極地參與大使命。 

 

 

 

 

 

 

2019 下半年行事曆 
 

7/09 

-15 
“系統神學 III” 課程 Toronto 

7/13 教牧學學科討論 Toronto 

7/27 聖詩練習 5專題講座二 Toronto 

8/03 “系統神學 III”學科討論 Toronto 

8/24 聖詩練習 6專題講座三 Toronto 

9/07 

-13 
“組織動力”課程 Toronto 

9/15 

-17 
2019 教牧同工退修營 Ottawa 

9/19 

-25 
“聖經中僕人領袖學”課程 Montreal 

 

9/28 
聖詩練習 7/專題講座四/  

“組織動力”學科討論 

 

Toronto 

10/19 聖詩練習 8 Toronto 

10/20 17 週年感恩及異象分享晚餐 Toronto 

10/21 

-27 
“系統神學 IV”課程 Ottawa 

11/04 

-13 
“教會外展、佈道與植堂實務” 

課程 

Toronto 

11/11 

-18 
“保羅書信”課程 Ottawa 

11/23 聖詩練習 9 專題講座五 Toronto 

11/30 2019 畢業感恩崇拜 

 

Toronto 

5.Allen, Missionary Methods , pp. 84-85. 5.Allen, 

Missionary Methods , pp. 84-85. 作者所舉的例，有路司

得與帖撒羅尼迦。 6.如果保羅知道他死後不久，外邦人與

猶太 人不能在基督裡彰顯主內的合一，他一定 非常傷心，

無法接受。 7.參看 Douglas J. Moo 反駁 E. P. Sanders 

與 J. D. G. Dunn 對第一世紀猶太教的詮釋。 Moo, The 

Epistle to the Romans, The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

tary of the New Testament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6), pp. 211-217. 8.這一節所講的，就是『犯罪的

律』、『罪 的律』、『罪與死的律』（羅七 23，25； 八

2）。 9.Moo認為『神的義』在羅馬書三 21-22節是 指使人

成為義，在 25-26節是指神自己的 正義。Moo, Epistle to 

the Romans , pp. 218- 243. 10.注意羅馬書四 1-12這段

經文裡『算』 （λογιζομαι）這個詞的使用。 11.羅馬書九

到十一章，處理『神的話是否 落空』（羅九 6）的問題。參

看 John Piper, The Justification of God: An Exegeti-

cal and Theological Study of Romans 9:1-23 (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 1993). 

注釋： 1.原文προπεμπω的意義，很接近今日常用 的『差

傳』。 2.Roland Allen, Missionary Methods: St. Paul＇

s or Ours?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62), pp. 10-17. 

3.http://www.charismanews.com/world/34848-isthe-end-

near-wycliffe-reports-2000-plus-bibletranslation-

projects-underway。 4.Jonathan Edwards, A History of 

the Work of Redemption (1776). 這書是愛德華滋死後十六

年才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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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方法 :  

引用利未人的音樂侍奉，教導詩班員認識讚美的召命，學習

正確的去讚美神，使敬拜得蒙神的悅納。 

經 文:   

代 上 16 : 4 -6 ,  

4 : 大衛派幾個利未人在耶和華的約櫃前事奉，頌揚，稱

謝，讚美耶和華以色列的神： 

5 : 為首的是亞薩，其次是撒迦利雅、雅薛、示米拉末、耶

歇、瑪他輝提雅、花以利押、比拿雅、俄別以東、耶利，鼓

瑟彈琴；惟有亞薩敲鈸，大發響聲； 

6 : 祭府和司比拿雅和雅哈悉常在神的約櫃前吹號。 

大 綱: 

一. 讚美的召命 

二. 讚美神的原因和內容 

三. 讚美的表達  

前   言 

在大衛成為以色列國王之後，改革中的一個特色是創立音樂

的侍奉。  

很多人以為利未人只是會幕的雜役，負責一些粗重和不重要

的工作，歷代志的作者卻列舉了一些事實，來更正這種錯誤

的觀念。 

在歷代志上 16:4-6記載了搬遷約櫃的過程，處處強調利未

人的重要 - 他們除了扛檯約櫃之外，又用音樂獻上讚美。

由於效果很好，大衛就委任他們設立樂團，繼續以音樂侍奉

神。 他們的職務有： 

一、用祈禱詩為百姓代求（頌揚） 

二、獻感恩詩 

三、讚美（第 4節）： 

這三類詩歌在詩篇中隨處可見。 

當我們提到“讚美”這兩個字的時候，總會想到詩篇。沒錯

詩篇中常常出現“讚美”這兩個字,而且大部份都是講到讚

美神；其實這個主題是遍滿整本聖經的。今天我們就用一些

時間特別來思想“讚美”這個命題： 

讚美到底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 

原來，從創世記第一章就開始有讚美（由作者記載而間接發

出的）。 

而直接的讚美除詩篇的 104:35,146:2 ,34:2,64:10….外 ,

更散佈於創 12:15…,代上 23:5…,代下 29:30…,賽 42:10,

羅 2:17…,林前 1:31…,弗 2:9…,腓 3:3…，啟 5:9…等等

各經卷中比比皆是（上列經文不用全讀，可以只抽一兩段

我們來看看“讚美”這個字義：按照“讚美”的原文(希

伯來文)是 halal 意思是讚美,誇耀；其字根含意為誠懇,

深切地感謝;又或作讚美對方的卓越品質或極度偉大的作

為時得到滿足。[還可以參考其同義字有:yada (hiphil) 

讚美,感謝; ranan 歡唱,歡呼;shir 唱(讚美詩);barak 

(Piel) 讚美,祝福; gadal  (Piel)稱為大; rum (Poel)

高舉; zamar (Pial) 唱弹,讚美 ]。 

在舊約的部分，halal的字根曾經出現過 206次;常用於讚

美以色列的神，而這一類的經文约三分一在詩篇中出現。  

其中最多的是命令式的召喚,叫人要讚美耶和華;其出現的

頻率和語氣強調了“讚美”這動作的必要性。 

此字根也可用於抬舉人的美麗(創 12:15,撒下 14:25)或悟

性(箴 12 : 8 ),也可表揚一位好主婦(箴 31:28,31 );稱

讚一個聰明的外交家(王上 20:11);或是出自一位君王的讚

美(詩 63:11) 。 

然而本字根通常都用作讚美神；即使是假的神，例如我們

讀士師 16:23 – 24的時候，就發現非 利士人也用同一個

字去讚美他們的神–大袞。  

 

一、讚美的召命(詩 148:1):-你們要讚美耶和華，從天上

讚美耶和華, 在高處讚美他！ 

詩篇一百四十八篇是一篇讚美詩，詩人深深認識創造的

主，所以在開始就宣告了一個讚美的召命，對誰的召命

呢？是不是單單對人呢？    

1. 詩篇 148:2 這樣記載：他的眾使者都要讚美他；他的

諸軍都要讚美他！           

- 這裏提到眾使者和諸軍是什麼？他們在哪裏？這是一個

統一的稱呼，代表了天上的受造物。 

- 所有天上的受造物都要被召讚美耶和華！ 

2.詩篇 148:7 請姐妹們來唸: 所有在地上的，大魚和一切

深洋。 

- 這一節很明顯是指所有地上的受造物都被召讚美耶和

華。人算不算在其內？人也是地上的受造物所以也被算在

內,對了! 

3.還有，我們一起再來看，詩 150:6 一起來念, 凡有氣息

的都要讚美耶和華！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 這一段經文更進一步，把凡有氣息的都包括在讚美的行

列。我們都有氣息，都要讚美耶和華我們的神！  

讚美的真義-（字義法） 

                    (詩班員進修)             -林利雄主任 



 

讚美的真義（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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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讚美神的原因和內容:  

我們為什麼要讚美神呢？ 讚美應該包括什麼內容？ 

這一部份對於教會的崇拜非常重要，因為在教會的崇拜

中，讚美的事奉好像：敬拜小組、挑選崇拜裏詩歌的、和

負責崇拜主席和領唱的、參加詩班獻唱的、以致每一個會

眾等等都應該會清楚的認識，為什麼我們要讚美，讚美些

什麼？ 

在今天這個社會，大家都順著潮流，教會崇拜裏面唱的詩

歌，好多是不符合樂理，歌詞也沒有內容。唱的歌詞只有

一句：主阿，我愛你...！就這樣從頭到尾，或是主我讚美

你..！ 到底我們愛主怎樣愛法？愛他的什麼？讚美主如何

讚美？讚美什麼？ 

一些弟兄姐妹，如果在教會的音樂事工上有感動，想要參

與，我想建議你們趁著年輕，好好在音樂上打好基礎，付

出一點代價；另外多花點時間去研究聖經和一些神學，把

自己裝備好，不能隨便，要把最好的獻上給主使用。 

好! 我們一起來看詩篇 148:5 下- 6怎麼講:耶和華是創造

主，祂的話永不廢去。 

-這裏提醒了我們:我們都是受造之物，我們都會過去；只

有耶和華是造物的主，他的話永不廢去，他是永遠長存

的。 

大家覺得這個原因夠不夠？還有什麼原因要讚美神呢？請

大家一起看歷代志上 29:10-13 : 

10 所以，大衛在會眾面前稱頌耶和華說：「耶和華我們的

父，以色列的神是應當稱頌，直到永永遠遠的 

11 耶和華啊，尊大、能力、榮耀、強勝、威嚴都是你 

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國度也是你的，並且你為 

至高，為萬有之首。  

12 豐富尊榮都從你而來，你也治理萬物，在你手裏有 

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強盛都出於你。 

13 我們的神啊，現在我們稱謝你，讚美你榮耀之名！。 

綜合這一段經文就告訴我們:讚美除了是要回應詔命而作之

外，也有其他因素:好像耶和華的尊大、能力、榮耀、強

勝、威嚴、擁有天上、 地下、國度的主權、是至高的……

等等這一切所激發的。這些因素也是我們讚美神的時候，

要包括的內容，而且主要是因為…祂是獨一無二的神。 

另外，我們再看詩篇 105篇，看看詩人怎麼樣提醒以色列

人要讚美神？ 

1.請大家看詩篇 105:1-8:                     

1 你們要稱謝耶和華，求告他的名，在萬民中傳揚他的作為 

2 要向他唱詩歌頌，談論他一切奇妙的作為！ 

3 要以他的聖名誇耀；尋求耶和華的人，心中應當歡喜！ 

4 要尋求耶和華與他的能力，時常尋求他的面。 

5,6 亞伯拉罕的後裔，他所揀選雅各的子孫哪，你們要記念 

他奇妙的作為和他的奇事，並他口中的判語。 

7 他是耶和華我們的神；全地都有他的判斷。 

8 他記念他的約，直到永遠；他所吩咐的話，直到千代。 

詩人提醒以色列人:耶和華曾經為他們在選民的歷史中成就

大事，所以他們必須宣揚上帝的作為, 把當得的榮耀歸給

衪。 

*弟兄姐妹！當我們讀以色列歷史的時候，是否曾經怪責以

色列人忘恩負義？巴不得借著詩人的提醒，我們也回想過

去神在我們身上的作為，是全能的主把我們從泥土中高舉,

今天所領受的，不是我們配得的，乃是神的恩典，千萬要

常常獻上感謝讚美！ 

2.讚美是人對神的義務和特權:  

讀詩篇 150:6 凡有氣息的都要讚美耶和華！你們要讚美耶 

和華！ 

-原來人白白的享有氣息，是有義務去讚美，因為氣息也不 

是我們該得的，這也是一種是恩典； 沒有氣息的是死物， 

死物是沒法也沒有讚美的權利；所以，我們要好好的使用 

我們的特權，去盡我們讚美的義務。 

3.讚美是因為得蒙救贖,有自由的指望和榮耀:   

保羅在羅馬書八章十九到二十一節這樣講: 

19 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眾子顯出來， 

20 因為受造之物服在虛空之下，不是自己願意，乃是因那

叫他如此的。 

21 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脫離敗壞的轄制，得享神兒女自

由的榮耀。 

這段經文意思就是說: 因為耶穌基督的救恩，叫我們脫離

敗壞，不再被罪捆綁，得到作為神兒女的自由和榮耀，所

以我們要讚美。 

4.讚美是因為得幫助而生喜樂(詩 64:2-7)  

2 求你把我隱藏，使我脫離作惡之人的暗謀和作孽之人的

亂。 

3 他們磨舌如刀，發出苦毒的言語，好像比準了的箭， 

4 要在暗地射完全人；他們忽然射他，並不懼怕。 

5 他們彼此勉勵設下惡計；他們商量暗設網羅，說，誰能

看見？ 

6 他們圖謀奸惡說，我們是極力圖謀的。他們各人的意念

心思是深的。 

7 但神要射他們；他們忽然被箭射傷。 

詩篇六十四篇是一篇禱告詩，詩人禱告神求不遭受敵人暗

算，他並不懼怕；敵人以為自己的陰謀是神不知鬼不覺。

然而，詩人對神有極大的信心，認為神會幫助他，敵人必

定會被神懲罰，他必定因耶和華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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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讚美就像基督徒得著豐盛人生,帶出不斷的讚(84:3-7)  

3 萬軍之耶和華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壇那裏，麻雀

為自己找著房子，燕子為自己找著菢雛之窩。 

4 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為有福，他們仍要讚美你！ 

5 靠你有力量、心中想往錫安大道的，這人便為有福！ 

6 他們經過(流淚谷)，叫這谷變為泉源之地；並有秋雨之

福蓋滿了全谷。 

7 他們行走，力上加力，各人到錫安朝見神。 

詩篇八十四篇是一篇朝聖時所唱的詩，其中流露出詩人對

聖殿的渴望，也敘述了朝聖的福樂，因為往耶路撒冷朝聖

的人都是有福的；即使他們要經過乾燥不毛之地，但乾地

變了水泉綠洲，不會感到飢渴和疲勞，相反是愈走愈有勁

流淚谷變為泉源，秋雨之福也蓋滿全山谷，經歷豐盛的人

生。 

弟兄姐妹我們要留意啊！當我們讚美的時候，要包括聖

父、聖子 和聖靈，因為他們都有不同的屬性，不同的工

作。這不是隨便地說說唱唱就可以，我們要更深的認識我

們的神，所以，除了事奉的技巧以外，我們還要在神的話

語上牢牢的札根，才能夠獻上合符他心意的讚美和敬拜。  

你願不願意獻上的事奉得蒙神的悅納呢？ 
 

三.讚美的表達方法：  

在我們繼續思想該怎麼樣去表達讚美之前，我也希望提醒

一下，下面幾處簡明的經文，告訴我們怎麼樣去表達我們

的讚美，我們一起來看： 

1.詩篇 146:1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我的心哪，你要讚美耶和華！ 

- 我的心，意思就是說要以心，也就是說:以“歡欣喜樂的

態度”獻上讚美。 

2.詩 69:30  

我要以詩歌讚美神的名，以感謝稱他為大。  

- 以詩歌讚美，就是說：可以唱詩歌的。 

3.耶 31:7  

耶和華如此說，你們當為雅各歡樂歌唱，因萬國中為首的

歡呼。當傳揚頌讚說：耶和華啊，求你拯救你的百姓以色

列所剩下的人。 

-歡呼、傳揚頌讚表示也可用說話的方式，包括禱告在內。

記得主耶穌教導人怎麼樣禱告？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

尊你的名為聖 …所以當我們禱告的時候，應該要更多的讚

美神，不要單為需要祈求，要獻上感謝。 

4.詩 149:3  

願他們跳舞讚美他的名，擊鼓彈琴歌頌他！ 

- 以跳舞讚美,擊鼓、彈琴歌頌。 

5.詩 150:3  

要用角聲讚美他，鼓瑟彈琴讚美他！ 

- 用角聲、鼓瑟…等樂器讚美。 

6.詩 150:4 

擊鼓跳舞讚美他！用絲弦的樂器和簫的聲音讚美他！ 

- 用絲弦的樂器,和簫的聲音…。 

7.詩 150:5  

用大響的鈸讚美他！用高聲的鈸讚美他！ 

今天有一些教會的崇拜，站在台上領唱的沒有注意到自己

的外表，是否與所蒙的恩相稱？ 

為了流行曲的潮流，領唱的時候非常投入，身體抖動不已

還手舞足蹈…. 好像瘋狂一樣。 

到底這樣的讚美、敬拜是不是神所希望得到的呢？  

還是我們單方面的、一廂情願的、又或者只是我們自己  

“陶醉”在(enjoy)一種情感的宣洩而已呢？ 

- 用大響的鈸…,高聲的鈸… 

8.腓 3:3  

因為真受割禮的，乃是我們這以神的靈敬拜，在基督耶穌

裏誇口，不靠著肉體的。 

- 以神的靈敬拜,以基督誇口，以基督誇口，就是讚美耶穌

基督。誇口… ? 

以上八種讚美的表達方法，都很清楚，而且我們大部分人

都有做過，然而今日教會的敬拜讚美，往往與神的要求不

一樣，其中有方法的不對，有內容的偏差，或是對詔命模

糊，我們真要小心謹慎，求主憐憫，親自教導。 

＊我們讚美的時候，要好好的思想一下...... 

一位創造的主，他滿有能力，他有榮耀威嚴，他擁有天上

地下，國度權柄都是他的；一位昔在、今在、永在的主，

你願不願意宣揚他的作為？當我們還是罪奴不認識他的時

候，他已經讓我們享受他的恩惠，叫我們有氣息，我們應

該怎麼樣裝備自己，學習讚美這位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因為愛，耶穌基督 - 他道成肉身來到我們中間，捨棄生命

拯救我們，叫我們成為神的兒女，得到自由、盼望和榮

耀，是何等快樂的事情。他復活升天之後，又差派聖靈來

代替他，做我們的保惠師，因為祂,我們才能得著豐盛的人

生。我們投靠的，是充滿慈愛、三位一體的真神，他行公

義也施憐憫，是我們敬拜的對象，當我們用任何形式去讚

美祂的時候，都應該按照他的屬性，他的要求，把以上內

容納入我們的讚美和敬拜，因為他就是這樣一位可靠的

神，是配得我們這樣稱頌的。 

最後，我們來看啟示錄十九章第五節: 

“……神的眾僕人哪!凡敬畏衪的,無論大小,都要讚美我們

的神! ”(啟示錄 19:5)  

這裏預告了將來的讚美詔命，就是說我們要不停地讚美，

一直到將來新天新地的時候，我們也要一起唱新歌，阿們! 



 

2019 年招生  

知識、靈命、事奉  - 不可或缺 

 

  支持神學教育，不單個人蒙福、 

            教會受益，更惠及子孫 … 

 參與奉獻 
 請到學院網站下載奉獻單 ： 
   http://www.cescan.org/wp-content/uploads 
   /2014/04/%E5%A5%89%E7%8D%BB%E5%96%      
   AE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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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籌建“華神詩班” 

 
 1.幫助同學進一步在聲樂和聖樂知識上有一定程度 
   的應用和實踐,特別是對一些傳統聖詩的了解。 
 
 2.幫助提高同學和弟兄姊妹在聖樂和詩班服事的水平, 
   獲取經驗,以便在可見的未來在教會推動聖樂事工。 
 
 3.期待“華神詩班”成為一支比較專業的團隊,在不同 
   類型的聖會和各項特別活動中進行服事。 

1029 McNicoll Ave. Scarbo, ON,M1W 3W6  www.cescan.org .Email: infocescan@gmail.com  Tel.(416) 490-6262; (613) 399-3952; (514) 800-7615; 

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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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華神 校舍   1029 McNicoll Avenue, Scarborough, ON M1W 3W6  (East of Victoria Park Ave.) 

註： M3+ 為新編三十小時課程。上列課程、聚會等日期，只供參考，並將酌情調整，資料以教務部最後公佈作準。 

2019 課程/日期 授課老師 上課地點 

1

月  

一般書信： T2+/M3+(國)/1 月 4 日-6 日，11 日-13 日 劉加恩 
Ph.D  

(Cand.) 
加拿大華神  

 公開講座：(一)生命之源 1/05(六) 7:30pm  ，(二)愛的圓周率 1/12(六) 7:30pm  

2

月  

但以理書/大小先知書： T2+/M3+(國)/2 月 24 日-3 月 3 日 張宗培 
D.Min 

加拿大華神  
 公開講座：受苦者的福音：悅讀但以理 3/02(六) 7:30pm  

3

月   

門訓,小組與差傳事工： T2/M3(國)/3 月 4 日-3 月 10 日 張宗培 
D.Min 

渥太華國語宣道會 
 公開講座： 事奉的最大挑戰 3/09(六) 7:30pm  

箴言/詩歌智慧書： T2/M3(國)/3 月 13 日-19 日 
劉少平 
Ph.D 

滿地可城西 

華人浸信會  公開講座：走出愚昧，邁向智慧 3/16(六) 7:30pm  

4 
月 敬拜神學與牧養： T4/M3+(國)/3 月 28 日-4 月 30 日（逢週二，週四上課）  文炳坤 

DMA 加拿大華神 

5

月   

新約神學： T2/M3(國)/5 月 10 日-16 日 陸尊恩 
Ph.D             

滿地可宣道會 

恩典堂  公開講座：耶穌的門徒、門徒群體與門徒訓練 5/11(六) 7:30pm  

舊約神學： T2+/M3+(國)/5 月 23 日-5 月 31 日 
蔡金玲 
Ph.D 

加拿大華神  
 公開講座： 5/25(六) 7:30pm  

6

月   

申命記/摩西五經： T2/M3(國)/5 月 28 日-6 月 3 日 
劉少平 
Ph.D 

加京華人聯合教會  
 公開講座：“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神律法的美好和優越     6/01(六) 7:30pm  

教牧學： T2+/M3+(國)/6 月 10 日-17 日 張宗培 
D.Min 

加拿大華神  
 公開講座： 教會的權利問題：從彼得前書看傳道人與會眾  6/15(六) 7:30pm  

7

月  

教會歷史 III ： T2/M3(國)/7 月 2 日-8 日 

廖元威 
Th.D 

滿地可南岸 

滿恩堂   公開講座： 有影響力的教會： 7/06(六) 7:30pm  

系統神學 III ： T2/M3(國)/7 月 9 日-15 日 
加拿大華神   

 公開講座： 靈命追求面面觀-靈洗、聖靈充滿與果子： 7/13(六) 7:30pm  

9

月  

組織動力學： T2/M3(國)/9 月 7 日-13 日 

佘亞弘 
Ph.D 

加拿大華神  
 公開講座： 教會更新與組織生命週期： 9/07(六) 7:30pm  

聖經中的僕人領導學： T2/M3(國)/9 月 19 日-25 日 
滿地可華人浸信會 

 公開講座： 21 世紀的僕人領導風範  9/21(六) 7:30pm  

10

月    

系統神學 IV ： T2/M3(國)/10 月 14 日-19 日 周功和 
Ph.D 

渥太華華人真道會 
 公開講座： 10/19(六) 7:30pm  

教會外展，佈道與植堂實務： T2/M3(國)/11 月 04 日-10 日 

馬志星 
Ph.D 

加拿大華神   
11 

月 

 公開講座： 11/09(六) 7:30pm  

保羅書信： T2/M3(國)/11 月 11 日-18 日 
渥太華主恩宣道會  

 公開講座： 11/16（六）7:30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