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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序言：在稱謝歌頌的敬拜中領受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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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內容：在認識和傳揚救恩中邁向安息。 
1-認識神新創造之工：明白基督的奧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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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傳揚對愚昧人的審判和神的高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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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傳揚對神仇敵的審判和君王得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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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認識神新創造之工：結出聖靈的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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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7年1⽉份的《時代雜誌》（Time）的封⾯是那時候世界的⾸富，微軟公司的創辦⼈比

爾蓋茲。封⾯的標題說他是塑造我們未來的⼈。當記者問他關於他的信仰的問題時，他回

答：「Just in terms of allocation of time resources, religion is not very efficient. There's a lot 

more I could be doing on a Sunday morning。」「只是從時間資源的分配⽽⾔，宗教的效率

並不⾼。 星期天早上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其實，比爾蓋茲從⼩是在基督教家庭背景

中長⼤的。他的妻⼦是羅⾺天主教徒。所以，他⾄少應該相信神的存在的。但是就是因為

這⼀段談話，他被列入了美國「無神論者」的名⼈錄。所以，我們看到美國普遍⼤眾都知

道對星期天的觀念是基督教信仰和無神論之間 基本的區別。 

 

比爾蓋茲的談話，還有另外⼀個含意。他似乎表現出⼈類在本性中，對遵守神的誡命的⼀

種無知與排斥。比爾蓋茲雖然⽣長在基督教的家庭背景中，他的妻⼦是天主教徒；雖然他

可能是世界上頂級聰明、 有成就的⼈，但是他的理性和理解⼒中沒有聖經的真理。因

此，這樣的回應也是正常的。但是事實上，即使是教會中重⽣得救的基督徒，在本性中也

會有這種排斥。因為，主⽇似乎是沒有效率的，沒有成果的。把這⼀天分別出來敬拜神，

到底有什麼好處？基督教的星期天看起來是沒有⽣產成果的，非常不⽅便的，打斷了前⾯

六天所作的事。 

 

其實，這不僅是現代基督徒⾯臨的掙扎，也是舊約神百姓的掙扎。我們在先知阿摩司的時

代就看到這種現象。先知阿摩司的時代（主前750年）是以⾊列被擄之前⼀個非常繁榮富

裕的時代，同時也是道德衰落的時代。阿摩司從神領受了對北國以⾊列發出的警告：摩

8:5「q A�äåæçèé�êëì0i�Þíîk1/-é�êëìi�Þïðñ×8」

在那個世代的神的百姓在平常是作⽣意買賣的，他們的想法和比爾蓋茲的觀念是如出⼀

轍：安息⽇是⼀個沒有⽣產效率的⽇⼦。安息⽇打斷了他們⽇常⽣活的節奏。 

 

接下來神向他們發出了⼀連串的審判的警告：「8:99 ,<=>äåò-×ó�?iôõ

ö÷øÏùú8}ûüýdãþ?ÿ!ýdã"?#d¹~�$~¹%<=>2&89G �
�ô'(?)^*�º*?)+,�-,?.½/012<=>2&?§1~f。」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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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神對百姓屬靈⽣命的警告。這是因為安息⽇與神百姓屬靈的⽣命有直接的關係。聽不到

神的話，就是不明⽩神的話。不明⽩神的話，就結不出聖靈的果⼦——這是神的審判。 

 

安息⽇/星期天是神分別出來的⽇⼦，神特別要在這個⽇⼦裡祝福我們。神把這⼀天分別

出來，要透過這⼀天的敬拜祝福我們；神也命令我們要把這⼀天分別出來，敬拜祂。在六

天⼯作之後，這是⼀個⾒證神的百姓和他們的神之間的關係的⽇⼦，這是⼀個神的百姓領

受神的祝福蒙福的⽇⼦。這是舊約安息⽇ 基本的意義，也是新約新約基督教安息⽇/主

⽇的 基本意義。安息⽇是祝福不是⼀個重擔。 

 

詩篇92篇的標題是「安息⽇的詩篇」。這篇詩很可能是阿摩司時代在安息⽇所唱的詩

篇。同時這篇詩也適⽤於今天新約時期的教會。 

 

延續與不延續。「安息⽇的詩歌」是詩篇92篇的標題。上⼀次，我們證明了安息⽇的起

源是神的創造之⼯（出20:1）。安息⽇的起源也是神的新創造之⼯，神的救贖⼯作（申

5:15）。我們知道舊約安息⽇的敬拜中有摩⻄禮儀律法的元素，在新約時期已經被終⽌

了。舊約時期守安息⽇的道德律法元素和內容，在新約時期是延續的。這是我們要從詩篇

92中所看到的。 

 

舊約安息⽇和新約的安息⽇/主⽇另外⼀點延續的地⽅就是：無論是舊約時期的安息⽇，

還是新約時期的安息⽇，都是在盼望新創造完成的 終的安息，並領受那 終的安息。新

約聖經希伯來書4:9說：「3�4567h��8©1/?9½Ð:~;<=2-×©8

  ^>³½?ô?@�1/-21/?`Ð2×ABC。」希伯來書的作者指出舊約以⾊

列⼈進入迦南地，是暫時的、地上的安息。另有⼀安息⽇的安息，是指基督的死和復活把

神的國度帶入了 終的安息。但是這個 終的安息要到新天新地的時候才完全實現。這也

是我們要從詩篇92看到的。 

 

事實上，猶太的律法書《米書拿》（Mishna）（主後 200 年編著成書）也宣稱：「詩篇

92，是⼀⾸為了將要到來的⽇⼦所寫的詩篇，那要到來的⽇⼦，每⼀天都將是安息⽇，

是在永⽣中安息的⽇⼦。」「 安息⽇是對來世永恆⽣命的預知⼀瞥：遵守安息⽇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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摯誠地體驗即將到來的救贖。」這個觀念和新約安息⽇是⼀致的：復活的基督成為新造⼈

類的元⾸，把神的新創造帶進入 後完成階段，每⼀天都是安息⽇。然⽽，在新天新地還

沒有來到之前，當基督徒還⽣活在地上的時候，仍然要在七⽇的第⼀⽇，就是在基督復活

的⽇⼦，守新約的安息⽇體驗神 終的安息，在敬拜中領受和邁向新創造中神 終的安

息。 
 

詩篇92作者。君王的語⾔：祂的得勝（10-11）與耶和華的得勝（8-9）是聯合在⼀起

的。10節中「⾓」的⽤語與「君王的能⼒」有關（詩122-⼤衛的⾓；撒上2：10-將能⼒

賜與所立的王，⾼舉「受膏者的⾓」）。13節講到義⼈是指君王。同時，14節中複數的

「我們的神」，表⽰神百姓參與在神和君王的得勝中。「磐⽯」是聖約的⽤語。WBC 

(Marvin Tate) 泰特指出：「 詩篇92的⽤語是君王所⽤的，這是不容否認的事。非常可

能的是作者以君王的⼼思意念來寫作的。另外⼀⽅⾯，從君王的⽤語，在後⾯的經⽂中轉

變到普通的敬拜者的⽤語，也是不容置疑的。也許說話的⼈是君王，但是，任何的讀者都

可以把⾃⼰的⾝分融入其中與說話者認同。」所以，這是神國度的君王帶領祂的百姓，在

安息⽇的敬拜中領受和邁向 終的安息。這是詩篇92的中⼼思想。今天復活的基督是神

國度的君王，祂帶領我們在敬拜中領受和邁向新創造神 終的安息。 

 

中心思想：神國度君王帶領百姓在敬拜中領受和邁向新創造神最終的安息。 

 

詩篇92的寫作時間，⼤部分的學者認為是在⼤衛和所羅⾨被擄之前（主前722，586）。

這是以⾊列⼈在聖殿中守安息⽇所⽤的敬拜詩篇。整本詩篇中只有這⼀篇的標題是「安息

⽇的詩歌」（14；48；82；94；81；92；93）。 

 

這篇詩的經⽂可以分為兩個部分。第⼀部分是序⾔，1-3節，作者教導我們要如何在安息

⽇敬拜神：早晨和晚上在稱謝歌頌中領受安息。第⼆部分是敬拜的內容：4-15節。 

 
經文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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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8」1[ ׃תָּֽבַּׁשַה ם%֣יְל ריִׁ֗ש  ר%֥מְזִמ  ]8中⽂D詩歌」的希伯來⽂是兩個字：詩

篇和歌曲。整本詩篇的標題中⽤了三個不同的字，都是指詩篇：「詩篇，頌詞，歌曲」。

保羅在歌羅⻄書3:16，以弗所書5:19 中⽤了這三個字。詩篇[ ר%֥מְזִמ ][ψαλμὸς](psalm)、頌

詞[ עור ] [ ὕμνοις](loud praise)、靈歌 [ ריִׁ֗ש ] [ᾠδή](song)，應該翻譯為：屬靈的「詩篇、

頌詞、歌曲」。這三個字都是指詩篇。詩篇92的標題是：安息⽇的詩篇歌曲。 

 

A-序言：在稱謝歌頌的敬拜中領受安息。「9:;<=>?04@ABCD2EF 

GHIJ2KL=M?0HNOPQ2RS80TUVWXA2YZ?[\WXA2.]?^

_`abFE「美事，就是稱謝耶和華，歌頌你的名，⾄⾼的！」 

0

第⼀節，「耶和華」這個字，在這篇詩中出現了7次（1，5，6，9，10，14，16節），希

伯來⽂是沒有發⾳的（沒有以⾊列⼈知道如何唸這個字，知道也不敢唸）。以⾊列⼈⽤

「主」Adonai 來代替這個字的發⾳。撒旦知道牠不能⽤這個字，牠⽤「神」Elohim這個

字。「耶和華」的名字是神的百姓⽤的，是神和祂的百姓聖約的關係⽤語。「神」

Elohim 是特別指創造天地的神。「⾄⾼」[ ן%יְלֶע ](eleyon)是指創造者和受造者之間的區

別。⼈是屬地的、屬⾎氣的、⽣活在地上的受造物；耶和華是神，祂創造萬物統管萬物的

活動。耶和華⾄⾼的「名」是指耶和華的屬性和作為，特別講到執⾏和實現聖約的作為。 

 

因此，第⼆節說：DGHIJ2KL=M?0HNOPQ2RS80TUVWXA2YZ?[

\WXA2.]?^_`abFE這裡講到是⼀整天的敬拜活動，包括唱詩篇、彈奏樂

器，以及傳揚耶和華的慈愛和信實。「傳揚」[ דַגָנ  (nāgad)] 意思是告訴/說明、權威性的

陳述、報告。耶和華的「慈愛」[ דֶסֶ֫ח 	(ḥesed]和「信實」[ הָנּומֱא 	(ʾĕmûnâ)]都是與聖約有

關的⽤語。講到神對祂百姓守約的愛和忠誠。0

 

 
1 [Εἰς τὸ τέλος, ἐν 【ὕμνοις】[頌詞](hymns) [ עור ], 【ψαλμὸς】[詩篇](psalms) [ ר(֥מְזִמ ] 【ᾠδῆς】[歌	曲](songs) 

[ ריִׁ֗ש ]。	⻄ 3:16「!" #$%&'()*+,-'./001123456*$789:;9<=*>?@

A*BCDE*5FGH*=:IJ」弗 5:19「!K #$789:;9<=>?LM*NO5P2QR

S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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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祭的終止2。舊約時期公眾敬拜的時候，是由利未⽀派的祭司負責唱詩的。獻祭、彈奏

樂器、唱詩都是利未祭司的職分。⼀切的獻祭敬拜都是按照⼤衛的旨意進⾏的（代上

25:2-祭司尊王的旨意唱歌；代下29:27-30）。（每⽇的燔祭-WBC）（⺠28:9f）3。獻

祭包括兩個部分，第⼀，藉著獻祭悔改認罪，神百姓的⾒證他們的稱義，蒙神悅納（來

11:4）。第⼆，分是因為被殺的牲畜所傳達、預表的「救恩真理」，藉著聖靈的運作，在

神百姓⼼中⽽得到赦罪的功效。舊約時期獻祭禮儀系統，被基督在⼗字架上的獻祭終⽌

了。但是，神百姓公開悔改認罪，傳講赦罪的福⾳信息仍然是持續的。 

 

樂器的終止。加爾⽂指出：「我們不要以為上帝吩咐豎琴，是要讓我們在單純的旋律中感

到愉悅。 那是因為還猶太⼈被限制使⽤這種還沒有長⼤成⼈、孩童時期的元素。 他們的

⽬的是激勵敬拜者，更積極地激發他們⽤⼼來慶祝對上帝的讚美。我們要記住，對神的敬

拜從未被理解為包含在這樣的外在的事奉中，因為這只是在幫助在知識上還軟弱初淺的⺠

族，對上帝的屬靈敬拜所必需的。」樂器和獻祭系統都是屬於舊約時期禮儀律法的元素，

在新約時期耶穌就親⾃設立了新約敬拜的規範原則，終⽌了孩童時期教會在耶路撒冷的敬

拜（約4:21-24）。因此，使徒保羅只教導要⽤：屬靈的詩篇、頌詞、歌曲彼此對說，⼝

唱⼼合/⽤⼼彈奏旋律，讚美主（參：弗5:19；⻄3:16）。 

 

結論：這是安息⽇敬拜的序⾔：神的君王帶領祂的百姓敬拜：他們唱詩篇、悔改認罪、傳

揚神守約的慈愛和信實，領受神的安息。舊約和新約的安息⽇敬拜是延續的和⼀致的。 

 

B-內容：在認識和傳揚救恩中領受和邁向安息。 

安息⽇的敬拜是有內容的：詩篇92告訴我們敬拜的內容是認識和傳揚神的救恩。神的救

恩就是耶和華神的新創造之⼯。從第7-15節都是在講耶和華的新創造之⼯。 

 

1-讚美神新創造之工。明白基督的奧秘「c dA<=>efA2g`hiCjkildA
m2ngop8q <=>r?A2ngstu?A2vwxtyF0z {|}~��?��
}�~��8E 

 
2 TUVKWVXYZ[	 
3 \V]WK^K #_`a*bcdefghi9jk'lmn*o$pq'rstuvwxyz{|*}~�
c'�|c�J![ ���_`ac'�|*��c'�|P�c'�|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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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新創造之工，就是神把屬於祂的⼈包括猶太⼈和外邦⼈，藉著基督的死和復活，把祂

的百姓從罪惡過犯中拯救出來的⼯作：神賜給他們新的⽣命，使他們靈魂甦醒，使新⽣命

長⼤成熟，把律法的義成就在他們⾝上，在世界末了帶領他們 後進入神的安息，在神和

基督永遠的同在中，和基督⼀同統治和管理神所創造的萬物——這是基督的奧秘。 

 

這個新創造之⼯，是神的智慧和⼤能，是⼈天然理性和屬世界的智慧所無法獲得的，也無

法理解的。即使像比爾蓋茲那樣有智慧的⼈，也是無法領悟到。「q <=>r?A2ng

stu?A2vwxtyFE8D{|}E和D��}E是指不信神的⼈，沒有重⽣得救

的⼈。即使是重⽣得救的⼈，在天然本性上也是愚頑⼈、畜類⼈。我們的本性是不喜歡讀

聖經，不喜歡思想關於神的事，不喜歡神的誡命的（守安息⽇的誡命就正揭露和光照我們

-你們的義必須勝過⽂⼠法利賽⼈的義）。所以，即使重⽣得救的⼈，也需要不斷地，重

複地學習認識神在基督裡的新創造⼯作。神已經把祂的新創造之⼯完完全全地啟⽰出來，

並且紀錄在聖經中。整本聖經都是在講神的新創造之⼯。這是安息⽇敬拜的內容：稱謝讚

美傳揚神的新創造之⼯。加爾⽂說：「詩篇作者從驕傲的⼈經常對神的蔑視中證明了神難

以理解的智慧，指責他們是愚蠢和瘋狂的。 祂要喚醒我們那些過於普遍的⿇⽊不仁，⽽

認真地思考神的奧秘⼯作。」 

 

2-傳揚對愚昧人的審判和神的高舉。「� �}����?��g��}��2��?0�

���l��?����8E「� �A<=>�BC?����F」0D  <=>r?A2

¡¢£l��?��g�2�l¤¥8」安息⽇的敬拜內容包括傳揚說明神的審判。7-9

節中，第7和第9節是對稱的經⽂。都講到神對惡⼈，對仇敵的審判。夾在中間的是第8節

「� �A<=>�BC?����F」$ ׃הָֽוהְי םָ֥לֹעְל ם%֗רָמ   % הָּ֥תַאְו

 

這是整篇詩的中⼼關鍵經⽂。這裡的「⾄⾼」[ ם%רָמ  ](mārôm)，不僅是位置的⾼，⽽且是

指神耶和華居住的領域，無形的、天上的領域。賽33:5說，「q <=>FG?d�HÏ

CI」賽57:15說，「9q d`ºBCBúJ��(BJE`#D2�KäåòiLÏBC

B#2MÏ?」耶25:30說，「<=>ô)CNOh?ô)#M�R」 

詩篇的作者要我們明顯看到：耶和華坐在⾄⾼處的寶座上掌權，統治管理地上的萬事萬

物。所有發⽣的事都出於神的計畫和旨意。然後，第7節。D�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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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l��?����8E惡⼈就是⼀切作孽的⼈，就是世界上

的邪惡勢⼒雖然看起來茂盛，但是這種的茂盛是如草的茂盛，是短暫的，對比於12節棕

樹和黎巴嫩的香柏樹的發旺和⽣長。神保證祂將摧毀⼀切看起來茂盛的邪惡勢⼒，這是神

守約的慈愛和信實。這是神百姓領受的安息。 後的審判帶來的是 終的神的安息。 

 

今天，基督已經復活升天，祂正在天上施⾏審判。在基督的國度擴張的時候，邪惡的勢⼒

會越來越強⼤，就是啟⽰錄中的獸、假先知、巴比倫的勢⼒會繼續不斷地欺騙、迷惑、逼

迫、殺害⼈類，包括神的教會。神的百姓總是需要不斷地專注在神的寶座上：「� �A<

=>�BC?����F」所有邪惡的勢⼒都在耶和華的統治下，在祂的計劃下進⾏。不

論是舊約時期以⾊列的教會，還是新約時期的教會，都是在外部的逼迫、殺害，內部的悖

逆、敵對的情形下往前發展往前的。D  <=>r?A2¡¢£l��?��g�2�l

¤¥8」雖然，我們常常看到惡⼈當道，惡勢⼒橫⾏，好像神沒有在統治管理。事實上，

這正是審判的開始，他們正彰顯出他們是神的仇敵，他們正走在滅亡的道路上。 

 

這三節經⽂告訴我們不要⽤⾁眼看到的世界中發⽣的事情來評判神。要從神坐在祂寶座上

掌權施⾏審判的⾓度來看我們所處的世界，要從神的計劃來看世界。耶和華不僅隨時會施

⾏祂的審判，祂不僅審判地上列國，祂也審判祂教會中的假先知，假信徒，即使許多時候

似乎神在任憑邪惡的蔓延。 

 

加爾⽂說：「為了引導我們正確地發現世上未⾒的神聖審判，詩篇作者在提到上帝的威嚴

時會提醒我們，祂沒有按照我們的想法⼯作，⽽是以⼀種與牠⾃⼰的永恆存在相對應的⽅

式⼯作。我們這些⽣命短暫的受造物，經常在我們的嘗試中受挫，尷尬並被許多介入的困

難打斷，並且會樂於接受第⼀個提供的機會，習慣於突⾶猛進；但我們在這裡被教導要舉

⽬注視神所坐的永恆不變的寶座，祂以智慧推遲執⾏祂的審判。因此，這些話所傳達的不

僅僅是對上帝榮耀存在的簡單讚美；它們旨在幫助我們的信仰，並告訴我們，儘管他的⼦

⺠可能會因許多焦慮的擔憂⽽歎息，但上帝本⾝，神⼦⺠安全的守護者，仍然⾼⾼在上，

並以祂永恆的⼒量正在保護他們。」我們今天先停在這裡，下個主⽇繼續思想詩篇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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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1-3節中我們看到安息⽇是整⽇的敬拜，唱詩篇，傳揚說明神執⾏聖約的慈愛和信

實，神百姓在安息⽇不變的敬拜的⽅式。：神國度的君王帶領神的百姓在認識和傳揚救恩

中領受和邁向安息。你明⽩星期天的安息⽇的意義了嗎？你願意在基督的帶領下在祂復活

的主⽇，在星期天和神的百姓⼀起讚美祂，領受祝福，使我們將來在⾒祂⾯的時候，能夠

進入新天新地神的安息裡嗎？ 

 

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