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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稿

關於娛樂，
上帝是怎麼想的？

▌作者／奧伯格（John Ortberg，美國加州Menlo Park長老教會牧師）
▌譯者／姜蓓蒂

教
會是不是對於「娛樂大眾、吸引人群」，比「帶領會眾真實的敬拜」更感興趣？上個週

末的聚會中，我故意對小賈斯汀（Justin	Bieber，編註：加拿大流行樂壇的小天王）提

出這個問題。賈斯汀這位貴賓，剛主領了一場崇拜，由錫革萊和羅伊（Siegfried	and	

Roy，編註：拉斯維加斯有名的魔術師和馴獸師）帶了一頭真的獅子和一頭真的羊羔來，使牠們同

台躺臥，為一系列名為「千禧年平安」的聚會打頭陣。

一份恩賜。一個工具。一種陷阱。

它壓根兒就是我們所服事的世界。

▌小賈斯汀，加拿大流行樂壇小天王 ▌錫革萊和羅伊，拉斯維加斯著名魔術師和馴獸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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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啦！我們並沒有真的這樣做。但是這種「絞盡腦汁設計聚會和講道」的需求，確實很急

迫。我們一方面需要餵養那些已經參與教會的人，還要顧及從來不到教會的人。光是週而復始忙

這些事情，壓力就大到使我們無法退一步自省：到底我們想要達成什麼？

此外，還要加上這個「無法承受之重」的認知：我們這樣做是為了取悅神。（我們常說：做這

一切，是「為了那一位獨特的觀眾」；但假如到最後，真的沒有人坐在會眾席裡，你大概也持續不

了太久。）

弗洛姆（Chuck	Fromm）表達了這種掙扎：如何才能確定，在崇拜中，我們是「使用瞬息萬變

的科技」，來服事「這位永不改變的神」，而不是讓科技成為我們敬拜的對象？如何才能健全的使

用科技，在這位敬拜團的首席，又是我們所認信的大祭司耶穌帶領之下敬拜？

因此，讓我們檢視一些問題，以期發展出或可稱作：與娛樂相關的實踐神學吧。

比較接近無聊或有趣？

亞里斯多德曾說，所有的美德都能夠被定義為：兩種惡行之間的中庸之道（a	Golden	Mean	

between	 the	 two	vices）。倫理學家可能會為此爭辯，這樣的定義如何放諸四海、普遍應用呢？但

在這裡，我們不妨採用以下的連續光譜，來省思敬拜和講道：

無聊……吸引人……逗趣

一般而言，教會不應該讓人感到無聊。也許有些情形例外—稍後我們會檢視這部分；但在

教會中，我經驗過（並且製造過）的無趣，大部分源於：自己造成的、結構欠佳的信息；未經審

慎思考過的元素，或是帶領禱告、領詩、教導的人並不具備上帝賦予該項服事所需的恩賜，而教

會中又沒有人有勇氣誠實的說出來。這樣的無聊，最好的狀況是缺乏效率，最糟的狀況是罪惡深

重。

聖經中的人物與上帝相遇之後，會產生各種反應：崇敬、愛慕、驚駭、喜樂、自覺有罪、手

舞足蹈、悔改、摒棄自我。我們很難找出任何經文，有哪個人在經歷上帝的顯現後，會說：那可

真無聊！

另一個極端，我們不希望僅僅淪於逗趣、好笑（amusing）。這裡我是以傳統的意涵來使用這

個字。Muse，意即「反省與深思」；在這字前加一個a，意思就是：缺乏反思。Amusement，就是

一種藉著外在的刺激來逃避無聊的方式，而這些外在的刺激會使我們不再運用心靈感知或悟性。

其實只是分散注意力。對於我們這個欠缺專

注力的社會，Amusement是一種使表現更為

出色的特效藥。「娛樂Amusement」很吸引

人，因為不需要思想；它使我們免於恐懼和

焦慮；否則我們一思考，恐懼和焦慮可能常

常佔據我們的心思。

在敬拜的情境中，娛樂是浪費時間，也是浪費生命；因此，是一種罪。

〉〉	在敬拜的情境中，娛樂是浪費
時間，也是浪費生命；因此，

是一種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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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方面，吸引人們的注意力，就是要使他們坐直身子、專注其上。這樣可以讓沈睡的意

識清醒，向沈溺在絕望之海的人大聲呼喊：這裡有盼望。美、痛苦、喜樂、愛，都是極吸引我們

的題目，而這些，正好在福音書中隨處可見。

這個光譜對我很有幫助，我每星期都需要它。安迪．史坦利（Andy	Stanley,	編註：美國亞特

蘭大的知名牧師Charles	Stanley之子，著作豐富）常常區分「有待解決的問題」與	「有待處理的壓

力」。本文探討的議題，顯然屬於後者；也就是說，並沒有固定的崇拜形態或模式，可以使我們不

必與這個難題纏鬥。

如何判定「有無果效」？

判定一個聚會「有無果效」最主要的標準，不是取決於我們能否使人持續專注。評定的尺度

也不是在聚會後得到多少稱讚，或出席率增加，或最忠實的諍友、甚至我們自己內在的評估有多

滿意。

評判尺度在於：基督是否成形在聽道者和參與者的心中？保羅告訴歌羅西人，他教導他們時

盡心竭力，為的是「要把各人在基督裡完完全全的引到上帝面前」。

有時，這意味：我們會想以創意來贏取眾人注意；有時，這也意味：我們情願冒險，即便失

去人們的注意。

我們不是第一代和這種張力奮戰的教會領袖。司布真（Charles	Spurgeon）曾經普遍地被人批

評在講台上過於輕浮，批評者包括會眾和神職人員。有一回他這樣解釋：「倘若你們知道我有多壓

抑，你們就會稱讚我⋯⋯」這位講道者認為，「相形之下，『讓人大笑片刻』比『讓人熟睡半小時』

更不罪過呢！」

這個問題頗值得思考：到底我有多「自我節制」？（撰寫本文是在一個主日的下午）我曾經在

預備講道時，想在某一點上加個笑料，但是當我講到那一點，會場中正瀰漫一股憂傷的靈；此刻

嘗試說笑並不合宜，於是我保留了那些笑料，以免講道偏離原來的目的。

另一方面，講道被視為治癒失眠的方法；這可回溯到初代教會，路加記錄說：「保羅講了多

時」，猶推古就睡熟了，結果從開著的窗戶跌落致死，不過後來又復活了，保羅仍然繼續講道。我

打賭，這時每個聽道的人都不會再打瞌睡了！

保羅會製造多少娛樂效果呢？他又有多風趣？我們只能從新約的記載約略瞥見：保羅自己

說，人們常常抱怨他的信既沈重又厲害，及至見到面，卻不怎麼吸引人。也許保羅的苦楚也普遍

存在我們當中，傳講信息和教導時，似乎與人有隔閡，不易打成一片。

保羅並沒有以「是否讓在場的每一個人都清醒」來衡量他的講道。他需要關心更重要的事。

「因為時候要到，人必厭煩純正的道理，耳朵發癢，就隨從自己的情慾，增添好些師傅。」

保羅講道曾使猶推古睡著，但在這不久之前，保羅在以弗所卻曾引發一場騷動。我迄今都無

法激發出那麼大的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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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利用恩賜而不仰賴恩賜？

我們被賦予許多恩賜：科技、音樂、聰明才智、創造力、策劃、感動人的知識。這些都是我

們的恩賜，供我們使用；卻得有個限度。

我們利用恩賜；我們仰賴神。但不能反過來：利用神，仰賴恩賜。當我們仰賴恩賜，而不仰

賴神時，會發現自己不常禱告、容易

被不理想的結果動搖、會把事情的結

果，當作自身價值的參考指標。

好些世紀以前，有一位聞名的講

道者叫屈梭多模（John	Chrysostom，

這個名字是死後才獲得的，意思是金口約翰）。他同樣得處理崇拜與娛樂的議題。他的講道深深感

動許多人，以致聽眾開始對他鼓掌，令他覺得必須對自己與日俱增的聲望說些話：

「你們在我講話的時候對我鼓掌，那一剎那，我的感受自然和所有人一

樣。我很愉快，而且欣喜異常。之後，我回到家，想到那些對我鼓掌的人並沒

有獲益，他們本來可以獲得的益處，都被鼓掌和讚美抹殺了，我心裡感到酸

楚，哀痛、落淚，覺得所有講的道好像都落空了，我對自己說，你看，那些聽

你講道的人，並不想從你所說的得任何實際的幫助，你一切的勞苦有甚麼益處

呢？我懇切敦促你們，靜靜地聽。」

其實，在他服事生涯的某一次，教導完關於崇拜與受人稱讚的危機之後，

屈梭多模告訴會眾不可以再鼓掌了；然而會眾又深受感動，以致針對這個宣佈

再次鼓掌。

當人們專注於恩賜而非賜恩的主時，恩賜對人似乎不再有益。

人們能夠吸收甚麼？

注意力能夠集中的時限（attention	span）和傾聽的容（納）量（listening	capacity），是我們必

須面對的現實。

1858年，林肯（Abraham	Lincoln	）和道格拉斯（Stephen	Douglas）為了競選參議員，兩人

橫跨伊利諾州，辯論了七次。辯論的形式很驚人，第一位演講者先講六十分鐘，接著是九十分鐘

的反辯，再來三十分鐘的回應。

三個小時的政治演說，現場聽眾數以萬計—而且都專注聆聽。為什麼？不是因為他們比我

們這一代的道德情操和政治理念更優越，當然，也不是因為他們比我們更有教養。

這是因為他們沒有更好的事可做。

沒有電視劇、電腦遊戲、電影院、錄影帶、影片上傳的網站平台（YouTubes）、迷你音樂播放

器、平板電腦、智慧手機、或家庭劇院。那時，他們沒有資訊氾濫之苦。	

〉〉	當我們倚靠恩賜、而不是倚靠神的
時候，我們會把事情的結果，當作

自身價值的參考指標。

▌  聞名的講道者屈梭多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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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小時才華洋溢的政治辯論，好像一場思想的盛宴，似乎從來沒有像這樣的外來刺激，爭

相吸引他們的注意。

假如你生長的環境沒有別的、只有花椰菜可吃，那麼吃蘋果就像享用甜點。假如你是在「乳

酪蛋糕專賣店」（Cheesecake	Factory）長大，吃蘋果則像受罰。

我們是為了一群在「乳酪蛋糕專賣店」長大的人，從事教

會工作。我有位朋友是教國中生的老師，他認為，在學生的思

想開始遊蕩之前，大約有四分鐘可以用來作抽象教學。

作為講道者以及崇拜規劃者，我們必須對「群眾的注意力

能夠維持多久」有所掌握。華理克（Rich	Warren）常在講道

中穿插個故事，或唱首詩歌；因為，讓會眾休息一下，比較容

易維持他們的注意力。

信息若經常超過會眾注意力的負荷，講道者卻仍不自知，

問題就來了。一個最簡單、最好的講道原則就是：散會時會眾仍覺意猶未盡。（我坦承：我太常違

反這個規則。）

如果你是講員，問一些你信任的人：我講得太久、太長了嗎？然後預備領受中世紀冥想家所

謂的「眼淚恩賜」吧。

瓦器配得上寶貝嗎？

我們如何在這個注意力已經失序的社會贏取專注？如何吸引群眾專注，又不會孕育出淺薄的

心智—也就是上帝想要拯救我們脫離的那種狀況？

保羅用一個奇妙的暗喻：我們有這寶貝在瓦器裡。

這寶貝就是福音。但福音總是用瓦器盛放的。有些瓦器有蠟燭和香，有些瓦器裝了吉他和

鼓，有些瓦器穿著袍子，有些瓦器穿著牛仔褲—但是每個人都是瓦器。

問題是—在我們探討的語境之下—我這個瓦器，有沒有哪一點會減損寶貝的價值？在講

台上，有人藉著自己的舉止或打

扮，吸引別人的目光？音樂、服裝

或風格是否太惹人注目？有沒有任

何事物會阻擋人看見瓦器中的寶

貝？

我們有這寶貝在瓦器裡。相較於其他瓦器，有些瓦器比較好—比較體面。但是，所有瓦器

都是陶土作的。不會有完美無瑕的瓦器。

更大的問題在於：我是否僅是一個瓦器，裡面並沒有寶貝？我是不是一直集中焦點使我這個

瓦器更吸引人，而忘記瓦器裡面裝著的寶貝才是要緊的？

〉〉	福音裡的珍寶是用瓦器盛放的。蠟燭
與香。吉他與鼓。我們都是瓦器。

▌遍佈全美各大城市的乳酪蛋糕專賣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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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和講道，從某個角度來看，好像窗戶。我們並不是要人們注意窗戶本身。窗戶不是供人

觀看的，而是讓人穿透它們看出去。窗口的設計，目的在使人看到其他事物—那位他者。

「合宜」的話該怎麼說？

一句話說得合宜，如箴言所記，好像金蘋果落在銀網子裡。對於講道和崇拜而言，最大的挑

戰是：合宜與否，並沒有可套用的公式。

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很微妙，有如蜘蛛絲。肢體語言、語調、信任的程度、心中的洞察力、說

話的情境—會使同樣的話語在這個場景很合宜，在另一個場合卻極不恰當。

例如，坎坡羅（Tony	Campolo）出名的例子，他曾經告訴數以萬計的人：「每天，有三萬孩童

枉死，太多人聽到了卻『他媽的』無動於衷（don’t	give	a	damn.）。更令人難過的是：你氣的是

我竟然講了『他媽的』，而不是那三萬孩童死去的事實！」

坎坡羅是一位非常優秀的溝通者，能夠和聽眾建立信任的關係；也因為他

全心全力的奉獻，一直以耶穌的方式對抗貧窮和不公不義，所以，他這番話不

斷被上帝使用，扎無數人的良心，領他們悔改。

可是，我記得這些話也被另一個教會牧師拿來使用，卻根本無效。原因之

一是，他不像坎坡羅有好的溝通雷達，另一個原因是，他並沒有致力對抗貧窮

的信譽。結果，他給會眾的印象就是，極力想擺脫在講台上說了「他媽的」而

有的尷尬。

我們餵養了群眾的心靈嗎？

不幸的是，當我們無法抓住會眾的專注力時，很可能同時對光譜兩端的人（感覺無聊與感覺

有趣）都不討好。這就是陳腔濫調如此致命的原因—可以既無聊，同時又被人當笑話看。這可

說是最糟糕的狀況。	

舉例來說，仔細想想，牧師或領崇拜的人是否這樣說過：「現在讓我們來到上帝面前。」

那麼，他以為，之前我們都在哪裡？他讀過詩篇一卅九篇嗎？（我到哪裡去躲避祢的面？我往哪

裡逃躲避祢的靈？）

其實，當我們使用這類話語時，是在做一種微妙的嘗試，在說服會眾—我們此刻要引領會

眾進入的方向，正是上帝看為要緊的—上帝現在正在這裡，所以會眾要專注了。但話語本身並

沒有描述出這些事實。

聖經中哪裡有說：教會不能具有創造性的爆發力，同時又充滿細膩的感情？

普蘭丁格（Neal	Plantinga）的觀察很好：雖然申命記告訴我們要盡心、盡性、盡力愛主你的

神，但耶穌又加上：要盡意（mind）愛神。這不是耶穌新創的，祂是遵照七十士譯本—當然，

這是一個命令，要把我們的思想和話語都帶到上帝面前；使我們在聚會中至少不會像夢遊一般，

或在用語上欠考慮、不夠周到。

▌  坎坡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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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太太南茜和我談到一對夫妻，最近開始參加我們教會的聚會，但是對於基督教信仰尚未

確信。他們提到，我們對神的稱呼，令他們感到困惱。舉個例子，聽見上帝被稱為「主」，對他們

而言，傳遞的訊息是：上帝是漠不關心、專橫跋扈、自我炫耀的。我才再次發現，我竟是如此不

經意、不察覺，自己所用的字詞，聽在別人耳中會造成什麼效應。

我們也談到所有論及上帝的語言，正好都會遇見這樣的問題。語言和墮落的人性有關。這正

是以色列民不願意發音念出以色列聖者名字的原因；也因此猶太作家至今，常用G-d的形式指稱

上帝。我想我們錯失了許多原本可以教導人們關於敬拜的機會，其實我們教導他們時，可以一方

面供應他們理性的需要，同時，又能與他們渴望認識這位真正良善之神的心靈共鳴。

我們是否曾經克制自己不刻意吸引人？

最近我講了一篇關於地獄的道，信息的結構很簡單，就是查考耶穌談論這個題目時用過的所

有比喻。我在預備的時候很震驚的發現，針對這樣關鍵的題目，嚴肅成熟的想法竟然很少。我不

想做任何會使人輕忽這個主題的事，所以，很慎重的決定：傳講這篇信息時，不加任何笑料。我

這樣做，需要調整內心；因為平時我能夠很精準的覺察，自己掌握了全場聽眾多少注意力，或正

在失去他們的關注，然後我會尋找適合的方式，好比穿插幽默的話語，來維繫會眾的注意力。

所以，傳講像地獄這樣的題目，我必須關閉自己的偵測雷達，相信縱使我刻意選擇不吸引

人，上帝仍會工作。

我們是不是在尋找正確的果效？

我早期在柳溪（Willow	Creek）教會工作的時候，記得有一回和海波斯（Bill	Hybels）談話，

他對我說，新社群（我們為信徒設立的週間聚會）的增長方式，正流於過份安逸，所以現在需要

精簡人數。

▌ 柳溪教會▌海波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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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時候到了，我們需要提升學習難度和發出委身的呼召。我聽了很驚奇，實際上以這麼

高的程度，刻意嘗試挑戰信徒，是很驚人的精簡法。為了達成目標，我們有一系列的計畫。諷刺

的是，結束時，來的人比開始時還多。

所以我決定徹底提升挑戰的程度。我們計畫用一整年，讓新社群瀏覽整本舊約，從創世記到

瑪拉基書。

這回，我們成功地精簡會眾人數；甚至到令人擔憂的地步。

面對犧牲，我們會閃躲嗎？

我們面對的是一個關乎永恆事物的呼召，一個向自己死，以致可以通往生命的呼召，並且是

一個甘願投入犧牲與痛苦而引以為樂的呼召。

梅塔薩克斯（Eric	Metaxas）為潘

霍華所立引人入勝的傳記，在這方面

尤富挑戰性。我一面讀，一面自問：

今日的教會在培育像潘霍華這樣的人

嗎？我自己是不是正在成為這樣的

人？我為了存活與成功而選擇試探，

不選擇犧牲奉獻？

潘霍華曾說，納粹時期的德國教會逐漸失去的是：天天，實際地以全人、在每一時刻、生活

中的每一個面向，向自己死、跟隨基督。

他發現，一些強調呼召和委身的團體，多半是基要派／敬虔派的團體，他們卻讓自己遠離最

好的教育和文化，以致於落到只剩如集中營一般大小的孤立領地。而主流的國家教會，遭遇的則

是一個文化上更大的被擄狀態。

「教會復興，一定得靠某種新形式的隱修士般的生活方式；這和舊式隱修不同，是一種不妥協

的門徒訓練，是按照登山寶訓來跟隨基督。我相信時候已到，應該集合人們這樣做。」

為了使教會成為教會，他獻出他的生命，最後犧牲了。我們是否曾引領人作類似的犧牲？

即使沒有特殊效果，我們是否仍看得清楚？

在聖經中，清楚可見屬靈領袖以各種方式吸引人們注意：先知運用道具，如準繩和蓄水池；

為側身躺臥的日子作記錄；把衣物埋了又刨出來；和聲名狼藉的女子結婚。他們的生活似乎介於

表演藝術和電視實境秀之間。

耶穌自己是一名吸引人的老師，也是一位先知和行神蹟的人。

引人注目的是，耶穌和其他使徒有時也拒絕行神蹟。他們不靠行神蹟來傳遞信息的精華。

〉〉	我們面對的是一個關乎永恆事物的
呼召，一個向自己死、以致可以通

往生命的呼召，並且是一個甘願投

入犧牲與痛苦而引以為樂的呼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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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來，來自天上的特殊效果（有點像人間的特效），效應是有限的。我們都熱切渴望能有特

殊果效。但就在紅海被分開這件令人驚異的神蹟，以及降下嗎哪的奇蹟之後，人們還是為了韭菜

和大蒜，寧願為奴，抱怨著要回去。

「特殊效果」的危險是，我們會開始要求更多這樣的特效，而且要更炫麗更壯觀。我們的注意

力全被戲劇化的片刻吸引去了。我們的品格卻不是單靠這些戲劇性的片刻來重塑的，而是需要較

長時間、較為緩慢、比較不炫麗亮眼的過程。

我們的注意力，如同我們的習

慣，需要被重新訓練與模造。成熟

的靈性，不是具備「在奇特炫麗之

處看見上帝」的能耐。法老不也這

樣看過？

成熟的靈性，能夠在尋常事物中看見神。你若有了這份能耐，能成為一個有眼能見，有耳能

聽的人，你就是有了這份恩賜。

這樣的生命超越無聊；超越娛樂；超越專注。

這就是復活的生命。	                                                                                                          v

（本文錄自Leadership Journal  Spring 2011）

〉〉	「特殊效果」的危險是，我們會開
始要求更多這樣的特效，而且要更

炫麗更壯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