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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1/-23453634780

׃תָּֽבַּׁשַה ם%֣יְל ריִׁ֗ש ר%֥מְזִ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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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62.敬拜神的主要目的是什麼？這是改⾰宗長老會牧師資格考試中問的許多問題之⼀。

其實這不僅是牧師、長老、執事需要清楚知道的問題，也是每⼀個基督徒都需要知道的問

題。⾸先，我們必須明⽩敬拜這個字在聖經中的意思。《敬拜神學入⾨》作者普魯托博⼠

（Denny Prutow）指出：希臘⽂新約中有三字都可以翻譯為「敬拜」。第一，敬拜是對

神的尊敬、敬畏、敬虔的意思。徒16:14「有⼀個賣紫⾊布匹的婦⼈名叫呂底亞，是推雅

推拉城的⼈，素來敬拜[σέβω]神。她聽⾒了主就開導她的⼼，叫她留⼼聽保羅所講的

話。」（徒17:4-敬虔；18:7-敬拜）。第二，敬拜是俯伏、彎腰屈膝[προσκυνέω]（約

4:21-24在聖靈就是在真理中敬拜⽗；啟4:10）；第三，敬拜是⼀種事奉[λατρεία]（來

9:9）「  ºä�åæçgèé2�êëì?íî2ïð=ñð?òfóvô?£~õh

ïö2}�÷øù。」太4:10「9¦ <úôûüýþÿ!"Fd`#$%fôû&'(ö

[προσκυνέω],A2Ð?)lb*+λατρεία,�8’」 

普魯托對敬拜下了這樣的定義：「總結說來，敬拜是藉著我們在內⼼向神俯伏來表達對神

的敬畏和虔誠。信徒知道唯有神是配得敬拜的那⼀位，所以順服他的旨意並決⼼事奉他。

我們把神當作我們⽣命的中⼼來敬拜。我們知道神要我們的敬拜是對他作為創造主和救贖

主的回應。這樣真正屬靈的敬拜是我們藉著聖⼦，通過聖靈⼤能敬拜天⽗，這也是公眾敬

拜的樣式。」 

但是敬拜的⽬的呢？我們可以從詩篇92中看到「敬拜的⽬的」：敬拜就是在讚美傳揚神

的新創造之⼯中領受神的安息，並邁向永恆的安息。敬拜和我們認識神的新創造之⼯有關，

敬拜和我們領受和邁向最終新天新地的安息有關。 

 

中心思想：基督在敬拜中帶領祂的百姓領受和邁向新創造中神最終的安息。 

 

我們需要從敬拜的⼤架構（敬拜的聖經神學）來看，才看到這個中⼼思想：基督⼀直帶領

祂的百姓敬拜。祂設立敬拜神的元素和原則，祂也帶領敬拜。我們是按照祂所設立的敬拜

⽅式，在祂的帶領下敬拜：在神的同在中，在聖靈中，就是在真理中的敬拜。舊約和新約

時期都是在聖靈和真理中的敬拜，這種敬拜的本質從來沒有改變過，只是舊約中許多外在

形式在新約時期被終⽌了：約4:21「G9 <úôûü-}?A'.i8��.�?A�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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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Ï^0$?�~Ï<1ý28」「34�567}8½2」救恩和新創造的真理，

從舊約到新約是不變的、延續到，只是新約更豐富更清楚。這是聖經神學的重要⼤原則。 

 

1-舊約聖殿敬拜。代下29章把舊約時期在聖殿中的敬拜作了非常仔細的描述。代下

29:27-30「G� 9:;<=Ï>$î?ñ8?ñ�î?ò@Aa<=>24+ ֙הָוהְי־ריִׁש ,?

HB?CH÷DEFuG2KLH=8G� *I[ לָהָק  (qāhāl)]£(ö+ הוח （hwh）,?4@
24@?JB2JB?�K��?ñîø©5樂器終⽌78LMG  îø©ñ?F+ ערכ 	

(kr)-跪下,=��NO2}£PQ(ö+ הוח （hwh）,8T¦ 9:;FRISTU<=VW
}HuG=X´YZ23[+ רָבָּד  (dbr),@A+ לַלָה  (hālal),<=>8��òoo\\]@

A<=>?^ä_`a+ ּו֖דְּקִּי ַֽו ,+ דדק  	bcddef,(ö+ ּוֽוֲחַּתְׁשִּֽיַו ,8L0第一，君王呼召。這是

神國度君王呼召和帶領百姓的敬拜。第二，君王命令。這是按照君王的命令的敬拜（吩

咐）。第三，君王帶領唱詩篇。獻祭和伴隨的樂器終⽌之後，君王命令祭司們唱⼤衛的詩

篇。君王帶領百姓⽤⼤衛的話/⼤衛的詩篇敬拜讚美。 

 

2-新約聖殿敬拜。 

基督復活前=在撒瑪利亞啟⽰新約敬拜規範原則：必須按照神的命令/真理敬拜：在聖靈

中就是在真理中敬拜⽗（約4:21-24）。逾越節晚餐=耶穌設立聖餐，帶領們徒領聖餐，

耶穌傳講信息，他們唱詩篇113-118。這是耶穌帶領新約教會第⼀次的聚會。基督復活升

天後=來2:12「9G ôûüil.A2EW+ἀπαγγέλλω,Ri2gh?Ï*+ἐκκλησία,5地

上和天上的聖約團體7Îil@X+ὑμνέω (ὕμνος),5@32i[7A8”」引⽤詩篇22，

講到耶穌復活之後雙重執事：第一，公開傳揚、宣告、說明神的救贖作為（新創造之

⼯）；第二，帶領天上地上教會的敬拜。希伯來書12:22-24「GG A�j�½�k10?
�ÅÐ2lm+nÐ2lcity of the living God,?ò�o$2<1ý28ºÒpqr2o
s?GT pEtÏo$2u(×_äÅ2v×�*wx*yἐκκλησία_eklesiazí{|2}*
wπανήγυριςz?p~�I}2Ð=�ù�Â}2��?Gc C®�2Î�<ú，」。這

是天上的敬拜。啟⽰錄第4章，約翰在天上看到了這種敬拜的情形。24長老（象徵12⽀派

和12使徒）代表舊約和新約的教會/聖約團體（諸長⼦所聚集的總會）俯伏在神的寶座前

敬拜。第5章，約翰看到羔⽺，復活的基督，在天上地下掌權的基督，受到24長老和千千

萬萬天使的敬拜。然後，羔⽺拿了被封的書卷揭開七印，展開⼀系列循環的審判。教會在

這樣的光景中邁向新天新地的神的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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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天上的敬拜，基督復活之後，擁有天上地下權柄，在天上帶領天上地上聖徒的敬拜。

他們讚美基督救贖的⼯作，他們傳揚神的新創造之⼯：「  ��@新歌?ôûüA���

�?�����8d`A��?H��2�5�����������Î�©}½h�

��ÌÐ?9¦ Uh���`��?gñ�?�ÌÐ?Ï]$��F�。” 」天上和地上

教會合⼀的敬拜，合⼀的在基督已經成就的安息中，邁向新創造之⼯最後完成的新天新地

——最終的安息。 

 

當我們把詩篇92篇正確地放在這樣的⼤架構下⾯來看，詩篇92進⼀步的教導我們敬拜的

內容是神的新創造之⼯。⽽安息⽇的⽬的就是要神的百姓領受和邁向永恆中最終的安息。 

基督在敬拜中帶領祂的百姓領受和邁向新創造中神最終的安息。 

 

經文解釋： 

標題：1/-2345363478「安息⽇」源⾃於神的創造之⼯，也源⾃於神的新創

造之⼯，就是神的救贖⼯作。神的新創造⼯作，是要除去神創造之⼯中，因亞當的墮落使

得罪的介入的玷污，恢復⼈被神創造時的形象和樣式。神造⼈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樣式造的，

罪的介入使得所有亞當的後代都失去了神的榮耀。新創造之⼯就是要恢復⼈被造的神的形

象，彰顯神的榮耀。啟⽰錄21-22章，在新天新地的異象中，我們看到神的榮耀的光輝從

新造的⼈類被彰顯出來。新造的⼈類被描述為聖城新耶路撒冷。這就是神新創造之⼯的完

成，這就是神最終的安息。這是神百姓最後要進入的神的安息。今天我們已經進入神的安

息的最後⼀個階段，因為，耶穌已經復活升天，祂是新創造之⼯中第⼀個⾝體復活的新造

⼈類的元⾸。基督現在在天上，藉著聖靈也在我們中間，在我們裡⾯，帶領我們敬拜。0

 

A-序言：在稱謝歌頌的敬拜中領受安息。「9:;<=>?4@ABCD2EFGHIJ

2KL=M?HNOPQ2RS80TUVWXA2YZ?[\WXA2.]?^_`a

bF」1-3節是安息⽇敬拜的序⾔，神的君王呼召祂的百姓在安息⽇，在稱謝歌頌的敬拜

中領受安息。希伯來⽂經⽂的第⼀個字就是「好」[ ב%֗ט ]：「it is good」「這本為美

事」！這是美好的事，在安息⽇從早晨到晚上，整天稱謝聖約的神耶和華，歌頌祂是創造

者，歌頌祂的屬性，祂的作為；傳揚陳述祂守約的慈愛和信實。這是舊約延續到新約的敬

拜。舊約時期與地上聖殿有關的禮儀系統：像獻祭和樂器，利未祭司系統都終⽌了。新約

時期是天上神國度的君王基督，基督帶領地上教會和天上聖徒在天上聖殿的敬拜。這是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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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敬拜的序⾔。神的百姓在稱謝、歌頌、傳揚、傳講神的敬拜中認識神的作為，領受到

神的安息。 

 

神的百姓是受到神和基督的呼召來到神的聖殿敬拜，所以必須按照神的命令來敬拜神。這

是不變的敬拜原則。 

 

B-內容：在認識和傳揚救恩中邁向安息。從4-15節，講到安息⽇敬拜讚美神的理由：第4

節⼀開始是「因/因為」。不僅是⼀個轉接點，也是繼續地、進⼀步地說明1-3節在安息

⽇的敬拜的內容——認識和傳揚救恩中邁向安息。基督在教會歷史中不斷地使祂的百姓，

越來越清楚祂的救恩，並且傳揚祂的救恩，教會漸漸長⼤成熟擴張到全地，邁向安息。 

 

安息⽇敬拜的內容包括三部分：第⼀，宣揚認識神施⾏在祂百姓⾝上的新創造之⼯（4-5

和12-15節）。4-5節是⼀個總括性的說明和讚美神新創造之⼯。對應12-15節，講到新

創造之⼯如何施⾏在神百姓⾝上；第⼆，神對惡⼈和仇敵的審判（7-9）；第三，神和祂

的君王基督的得勝（10-11）。（從創世記3:15到啟⽰錄22:21在啟⽰神的新創造之⼯）。 

 

1-認識神新創造之工：明白基督的奧秘。「c dA<=>efA2g`hiCjkild
Am2ngop80q <=>r?A2ngstu?A2vwxtyFz {|}~��?�
�}�~��8」 

 

神的新創造之⼯就是：基督的奧秘，福⾳的奧秘（弗3:3-4）：基督要藉著祂的⼗字架把

全⼈類中屬於祂的百姓，猶太⼈和外邦⼈，靠祂聯合⽽為⼀成為⼀個新造的⼈（弗2：

15），被基督建造成為天上的聖殿。這個建造的⼯作發⽣在地上的教會，透過聖靈藉著

神的話，在基督的⾝體中進⾏的。基督把祂的百姓藉著聖靈聯合成為地上有形體的教會，

使他們在認識基督的知識上長⼤成⼈。這是今天我們必須非常清楚的關於神在基督裡的⼯

作。這是我們要在安息⽇敬拜的內容：認識神新創造之⼯：明⽩基督的奧秘——這是第⼀

點。4-6暗⽰⼀種對神的⼯作的思想和學習，在認識神的真知識上的更新。即使是真正重

⽣得救的⼈，也需要不斷學習，不斷被教導，並且是在聖靈的光照運⾏下獲得的。這是⼀

個漸漸成長的過程。安息⽇是⼀個學習認識神的新創造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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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傳揚對愚昧人的審判和神的高舉。「� �}����?��g��}��2��?0�
���l��?����80� �A<=>�BC?����F0  <=>r?A2¡¢£
l��?��g�2�l¤¥8」0第8節是整篇詩15節經⽂的中⼼位置；前⾯1-7節有52

個字，後⾯9-15節也有52個字。「耶和華」這個名字在前⾯1-7節出現3次，在後⾯9-15

節出現3次。第8節的「耶和華」是7次的中間位置。7次的耶和華和第七⽇的安息⽇有

關。第8節的⾄⾼是指耶和華坐在天上的寶座。7-9節是講到神耶和華坐在寶座上施⾏審

判，消滅仇敵。神的百姓要明⽩和傳揚神對惡⼈和祂的仇敵的審判；神的百姓必須從惡⼈

茂盛如雜草weeds，作孽之⼈發旺，無論是教會外部的敵對（世俗⽂化的入侵，政權對教

會的逼迫殺害），還是教會內部的攻擊（假先知，錯誤的教導），都告訴我們神仍然在寶

座上掌權，施⾏審判。神的百姓必須仰望專注在神的寶座，安息在神的主權和應許中，並

且傳揚神對祂仇敵的審判——這是第⼆點。從神的寶座看世界發⽣的⼀切事物，使神百姓

領受安息，是守安息⽇的內容。0

 

3-傳揚對神仇敵的審判和君王得勝。「9¦ A§C¨©i2ª?�«¬2ªki�®¯
°©28099 i±²³´¡¢µ¶k0i·¸¹´º»¼½¾¿i2�}ÀÁ8L 
0

第10，詩篇92的作者，以⾊列的君王，他看到⾃⼰被耶和華賦予⼒量和能⼒。「新油」

是指新鮮的橄欖油。新鮮的橄欖油也是象徵「聖靈更新的能⼒」（賽40:31-	31 þº��

<=>2?�5®� 8����¡¢£$¤?��¥¦§~§¨?©ª§~«¬。）。

他眼睛看⾒，耳朵聽⾒，就是他明⽩神應許祂的最後的得勝。這是作者以⾊列的君王明⽩

了⼤衛之約的應許。神應許⼤衛的後裔君王，要成為永遠的君王。 

 

舊約預⾔⼤衛後裔君王對列國施⾏審判得勝的應驗，賽41:2「ü5®�j¼�}?¯°

Â±�½�²³´µ<=>.E�¶·�?s�¸¹ºFk»���¼½¶R�2¾?�

¿J2ÀÁ¶R�2Â。」我們在啟⽰錄5章：天上的敬拜，我們看到被殺的羔⽺在天上

聖殿中，天上地上的眾聖徒敬拜祂。「��@®4?ôûüA����?�����8d

`A��?H��2�5�����������Î�©}½?h���ÌÐ?9¦ U
h���`��?gñ�?�ÌÐ?Ï]$��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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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今天我們在天上敬拜的光景。啟⽰錄5章告訴我們，詩篇92君王得勝的應許已經應驗

了，基督在天上掌權，對教會和神的仇敵施⾏審判之中。這是今天我們領受的安息：傳揚

神對仇敵的審判和君王的得勝——這是第三點。 

4-認識神新創造之工：結出聖靈的果子。「9G Â}l���ÃÄ?0Å(�ÆÇÈ2ÉÊ
Ä89T ��ËÌ<=>2ÍÎ?0��Ïi�Ð2ÑÒ89c ��Ó)2��Ôl結果子?0

lØ©ÙÚÛÜ�Ý89q Þß�<=>���280��i2àá?Ï�âã~Â8L最

後12-15節，是對應4-6節，認識神的新創造之⼯，認識基督的奧秘。這裡講到認識神新

創造之⼯：神的百姓結出聖靈的果⼦。新創造之⼯就是要恢復⼈被造的神的形象，彰顯神

的榮耀。結出聖靈的果⼦就是神形象恢復成為新造的⼈的⾒證。新⼈是在「真知識」上被

更新（⻄3:9）（「新約隱藏在舊約中，舊約在顯現在新約中」-希波的奧古斯丁

Augustine of Hippo，354-430） 

結果子，從新約的⾓度來看，就是結出聖靈的果⼦：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

善、信實、溫柔、節制。是我們靠著聖靈和本性⾁體慾望，所有負⾯情緒思想爭戰得勝，

從⾔語⾏為上產⽣的。這是新創造的⼯作，這是神形象樣式的恢復。這是⼀種發⾃於內

⼼，聖靈內在的救贖⼯作。 

棕樹[ רָמָּת ](tmar)和香柏樹[ זֶרֶ֫א 	(ʾerez),]。「棕樹/棗椰樹」樹幹質地堅硬沒有枝⼦，挺拔

緩慢向天⽣長（80呎），枝幹外表堅硬，內部充滿汁液供應上部的棕櫚葉和果⼦（果⼦

可以作藥材）。象徵⾼直挺拔，堅忍向天的得勝的屬靈⽣命。 

「香柏樹」就是衫樹/雪松，樹幹堅硬帶有香氣，是所羅⾨王建造聖殿的棟梁所⽤的材

料。結31:3，把外邦君王亞述的強⼤有能⼒，勢⼒穩固，描述為黎巴嫩的香柏樹：「YÃ

F��ÆÇÈÎ2ÉÊÄ?ÄÅÆa?ÇÈ�É?xtCu?ÄÊËÌÍÎ8」對比

「� ÐÎÎ2ÉÊÄ~õÏÐÑ」香柏樹的根很深，所以樹距可以很靠近，⾼度可達（8-

100呎），樹齡超過1000年，被稱為眾樹之上的森林之王，特別是黎巴嫩⼭。 

	
栽種。這裡的希伯來⽂的「被栽種」[ םיִלּו֭תְׁש ]在詩篇中只出現兩次。另⼀次是在詩篇第

⼀篇。⽽且這裡所描繪的圖像和詩篇第1篇非常類似：詩1:3「T �lÒ�ÓÄ+,Ëwz

Ï溪水旁?Ô��ÕÖ×?Õ×�~Ö×8Ø�íÙ2Ú£ÛV8」溪⽔是指⼈⼯的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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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渠道。⾺太亨利說這是指基督在教會設立的蒙恩媒介/管道Means	of	Grace。聖道、聖

禮、和教會勸誡。基督透過教會的蒙恩媒介使祂的百姓屬靈⽣命成長。	
	
「耶和華的殿中，神的院裡」。教會歷史中幾乎所有的解經學者都認為是指「有形的教會

/聖約團體」。這裡講到神主權的把祂的百姓聚集在⼀起，就是教會裡。有形教會(visible	

church)是基督⾃⼰的⾝體，得到祂的餵養，是神的百姓結出果⼦的原因和動⼒。	
	
加爾⽂說：「他所說的那些被栽種在教會的⼈的意思是：那些⼈是真實的和真誠的在依靠

中與上帝聯合的⼈，並暗⽰他們的興旺，是不能具有可變和波動的性質，因為它不是建立

在世界上的任何事物之上的。事實上，我們也不能懷疑，任何事物的根基如果是建立在聖

所中，它們都必須會繼續興旺，並參與⼀種屬靈和永恆的⽣命。」	
	
「他們年老的時候仍要結果子， 要滿了汁漿而常發青。」「年老的時候」，是指神百姓

天然的⽣命，⾝體的老邁和朽壞，「結果⼦和滿了汁漿⽽常發青」是指屬靈⽣命的興盛。

這裡有⼀個對比：天然⽣命和屬靈⽣命的對比。林後4:16「í÷i�~ÜÝ?Þßàáâ
ã?äv§�o®å�o8 9�i�^BæBç2èé?l`i��òxêãë���2
Æì。」這是聖靈更新的⼯作，神的新創造之⼯。	
	
加爾⽂說：「這句話等於說他們不同於普通⼀般的⼈，過著⼀種從普通⾃然法則下的⽣

活。」外⾯的⾝體是漸漸朽壞的，是屬於這個要過去的世界的，裡⾯的新⽣命是與基督聯

合的⽣命，是永遠不滅亡的存在，並且將來會具有復活的⾝體。	
	
加爾⽂：「…意思是，雖然老年⾃然趨於死亡，活了⼀百歲的⼈就在它的邊緣，但是，在

基督的國度裡，⼀個⼈會被看為只是在他的童年時代，對那些進入新紀元的⼈⽽⾔，這只

是⽣命的開始。	這只能在死後在天堂有另⼀個存在的意義上得到驗證。」今天我們被神

招聚在⼀起，在教會領受神所賜的屬靈⽣命的供應，神把新創造之⼯施⾏在我們⾝上，我

們⽣命會越來越成熟，⽽這只是進入最後新天新地的開始。	

前⾯7-9節神審判和君王的得勝的應許是神百姓結果⼦，新創造的外在環境。12-15節是新

創造的內在環境：神要在基督裡把屬於神的百姓，在教會裡建造成為⼀個新造的⼈的進⼀

步的說明和解釋。詩篇的作者把焦點從君王的得勝，轉到神的百姓⾝上。義人就是滿⾜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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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的⼈，也就是所有因信稱義的⼈，包括舊約和新約所有的重⽣得救的⼈。這些⼈被描

述為棕樹，和黎巴嫩的香柏樹。	

這裡的象徵意義是：神透過基督的教會，神把屬靈⽣命的養分供給神的百姓，使祂的百姓

即使在年紀老邁的時候，仍然彰顯屬靈⽣命的活⼒能夠結實累累，⾒證神的榮耀。這種的

新創造⼯作只會發⽣在「神的殿-神的家」中；只會發⽣在有形教會，聖約團體中。因為

是基督把教會眾聖徒聯絡在⼀起，並且與元⾸基督聯合。	

「9q Þß�<=>���280��i2àá?Ï�âã~Â8」「顯明」應該翻譯為

「宣揚」和第1節的稱謝歌頌是對稱的。當神的百姓處在惡⼈，邪惡勢⼒蔓延茂盛，正是

神施⾏審判的時候，也是神百姓在教會中屬靈⽣命成長的時候，這些都是神百姓要在安息

⽇宣揚傳講的神新創造的⼯作。因為宣揚傳講稱謝歌頌神的新創造之⼯，必然帶來屬靈⽣

命的成長。主耶穌說：太13:23「GT ýÏÞ]$2?ò�}¹í��©?î½Õ]?p�

ïð2?pñIð2?pòIð2。”」	

結論：安息⽇的詩篇教導我們如何在安息⽇，在君王基督的帶領下領受安息：安息的領受

出⾃於我們在主⽇整天稱謝、歌頌、傳揚神的新創造之⼯，就是基督的奧秘：包括傳揚神

在寶座上掌權執⾏審判，消滅仇敵，和君王基督得勝的應許。以及認識神在我們⾝上的新

創造之⼯，屬靈⽣命的成長，結出聖靈的果⼦。	

你知道安息⽇的意義了嗎？你知道安息⽇敬拜的內容了嗎？你知道安息⽇是神要祝福我們

的⽇⼦嗎？我們需要把安息⽇星期天分別出來，⽤稱謝、讚美、傳揚來思想神的新創造之

⼯。這是神百姓的呼召，這是神百姓的責任，這是神百姓蒙福的⼀天，因為我們盼望渴慕

天上的家鄉，我們渴慕主的再來。 

 

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