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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灣聖徒改革宗長老會－主日信息 
05-09-2021 

什麼是改革宗長老會 

基督的中保王權-01 

詩篇 2:1-12  

 

唐興 牧師 
 

 
經文： 
1-中保君王的統治背景 （1-3） 

1 外邦為甚麼爭鬧？ 萬民為甚麼謀算虛妄的事？  

2 世上的君王一齊起來，臣宰一同商議，要敵擋耶和華並他的受膏者，  

3 說：“我們要掙開他們的捆綁，脫去他們的繩索。”  

 
2-中保君王權柄的設立 （4-6） 

4 那坐在天上的必發笑；主必嗤笑他們。  

5 那時，他要在怒中責備他們，在烈怒中驚嚇他們，  

6 說：“我已經立我的君在錫安我的聖山上了。”  

 
3-中保君王權柄的本質 （7-9） 

7 受膏者說，我要傳聖旨：耶和華曾對我說：“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 

8 你求我，我就將列國賜你為基業，將地極賜你為田產 

9 你必用鐵杖打破他們，你必將他們如同窯匠的瓦器摔碎。” 

 
4-中保君王統治的執行行（10-12） 

10 現在，你們君王應當省悟；你們世上的審判官該受管教！  

11 當存畏懼事奉耶和華，又當存戰兢而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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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當以嘴親子，恐怕他發怒，你們便在道中滅亡，因為他的怒氣快要發作。 凡投靠他

的，都是有福的。  
 
前言：今天加州爾灣地區有 22 萬⼈⼝，其中 40%是亞太裔。⽽華語的教會⾄少有 22

間。有⼈會問：有這麼多的華⼈教會，為什麼還需要有⼀個改⾰宗長老會呢？改⾰宗長老

會有什麼特殊不同的地⽅呢？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之前開始了「什麼是改⾰宗長老會」

的主題系列。上次我們講到改⾰宗長老會承襲和持守了 17 世紀「⻄敏斯特信仰宣⾔」中

所提出合於聖經的教會治理制度，敬拜規範原則，和神學教義。教會治理制度和敬拜規範

原則都出⾃於神學教義，也就是對聖經整體的系統性的解釋。⽽其中最顯著的就是「基督

的中保王權」The Mediatorial Kingship of Christ 的教義。英國的清教徒改教家認為基

督的中保王權不僅從亞當墮落時就開始了，⽽且耶穌基督的復活和升天標⽰了祂的王權統

治包括了所有的⼈類。因此，改⾰宗長老會的教會憲章定義了基督的中保王權： 

 

「耶穌基督作為中保，為了祂的榮耀⽽統管萬⺠和他們的⾏動。眾⼈和天使都當順服祂。

所有的⼈，在任何關係和處境下，都有義務根據祂的律法來促進祂恩典的計劃。」

（8.1） 

 

中保君王。「中保君王」是說，他是神在地上統治的代理⼈。神透過祂設立的中保君王在

地上執⾏祂的統治和祝福。原來這個職分是神賦予⼈類祖先亞當的。神設立亞當作為全⼈

類的元⾸，要透過亞當來統治管理祝福地上所有的受造物。這個計畫在亞當墮落之後，神

就透過基督作為新造⼈類的元⾸來完成這個計畫。新造⼈類的團體就是教會，是真正重⽣

得救，因信稱義的基督徒團體。 

 

因此，基督的王權施⾏在祂的教會中，這是沒有任何爭論的。但是基督的中保王權如何施

⾏在教會之外的領域呢？有許多相關的經⽂都分散在聖經中，⽽詩篇 2 提供了⼀個完整

的啟⽰。因此，我們今天要⽤詩篇 2 來說明基督中保王權。2016 年我們曾經花了四個主

⽇思想詩篇 2。今天我們要簡短濃縮式的來重複思想詩篇 2 所啟⽰的基督中保王權。同時

讓我們更認識改⾰宗長老會的第⼆個特點：基督的中保王權。 

 
中心思想：耶穌基督藉著福音祝福和審判列國萬民執行其中保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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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為什麼詩篇 2 是關於基督中保君王施⾏統治的詩篇。因為第 2 節講到耶和華和祂的

受膏者，第 6 節講到耶和華設立祂的君王。「受膏者」的希伯來⽂就是「彌賽亞」

[ ַחיִׁשָמ ]，彌賽亞的希臘⽂就是「基督」。⼤衛和祂的後裔君王都是受膏者；以⾊列的君

王都是神在地上設立的中保君王。從舊約歷史的⾓度看，詩篇 2 是以⾊列君王在接受職

分受膏抹時所唱的詩篇。從新約的⾓度看，以⾊列的受膏君王預表指向耶穌是那⼀位神應

許⼤衛的永遠國度的君王。這是我們解釋詩篇 2 和其他彌賽亞詩篇的⾸要原則。我們可

以看到神對以⾊列君王的應許，在復活升天的主耶穌⾝上達到完全的應驗。 

 

另外我們從經⽂的本⾝看到⼀個解釋的框架：第⼀，基督執⾏中保王權的對象是地上全⼈

類。第⼆，基督是在執⾏恩典之約，擴張神的國度。 

 

1-基督統治對象是列國萬民。第 1 節中的「外邦」和「萬⺠」、第 2 節中的「世上的君

王」、第 8 節的「列國」、第 10 節的「君王」和「地上的審判官」，這些都是指在教會

團體之外的⼈。因此，詩篇 2 的對象是地上國度的掌權者和他們統治下的⼈。地上列國

萬⺠是基督執⾏中保王權的對象。 

 

2-執行恩典之約擴張神的國度。最後第 12 節的經⽂的「有福了」是恩典之約祝福的「套

⽤語」或「公式」。如同詩篇第 1 的開頭第⼀個字就是：「有福了」。教會歷史中的神學

家們⼀致認為詩篇 1 和 2 必須被看為是整本詩篇的「序⾔」，因為這兩篇詩篇被兩個⽤

「有福了」恩典之約套⽤語框在⼀起。詩篇第 1 講到基督如何在教會執⾏祂的中保王權；

詩篇第 2 篇則講到基督如何在萬⺠列國執⾏祂的中保王權。第 12 節是對萬⺠列國福⾳的

呼召，是亞伯拉罕之約的應驗：「萬國都要因你得福」。受膏君王執⾏恩典之約擴張神的

國度。 

 

因此，我們必須按照這兩個經⽂本⾝的重點來理解基督的中保王權：第⼀，基督作為中保

君王對列國施⾏統治，第⼆，基督作為中保君王透過恩典之約的施⾏擴張神的國度。 

當我們從這個框架去思想的時候，我們會可以看到，詩篇 2 啟⽰了基督作為中保君王執

⾏統治的四個重點：1-中保君王的統治環境，2-權柄的設立 ，3-權柄的本質，4-權柄的

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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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解釋： 

1-中保君王的統治環境（1-3）。⾸先，第 1-3 節說明了受膏中保君王執⾏統治的環境。 

1a-普世的反抗。「2 世上的君王一齊起來，臣宰一同商議，要敵擋耶和華並他的受膏

者」「普世性的反抗」是中保君王在地上執⾏統治的環境。中保君王在受膏抹承受職分的

時候被提醒，他要在普世性的反抗中開始執⾏祂的統治。地上的君王、國度、政權會全⾯

性的敵擋中保君王的統治。我們從聖經以⾊列國的歷史中看到這種現象，我們也在耶穌基

督⾝上更看到這個現象。啟⽰錄 17:12 說，「但他們一時之間要和獸同得權柄，與王一

樣。13 他們同心合意將自己的能力權柄給那獸。14 他們與羔羊爭戰，羔羊必勝過他

們，因為羔羊是萬主之主，萬王之王。同著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選、有忠心的，也必得

勝。”」羔⽺就是復活升天的基督，祂帶領祂的教會在地上勝過地上的君王。地上君王的

背後是獸，象徵地上政權邪惡的權勢⼒量，⽽其背後正是撒旦魔⿁。 

 

問題是：地上的君王為什麼要反抗受膏中保君王呢？第 3 節說明了他們的動機： 

1b-反抗的動機。「3 說：“我們要掙開他們的捆綁，脫去他們的繩索。”」⾸先，「綑綁

和繩索」是什麼？非常明顯的，「綑綁和繩索」就是指中保君王的統治管理。更準確的解

釋是：「綑綁和繩索」是指神的律法。因為神從創造亞當開始就是要在地上建立祂的國

度，按照神的律法來統治管理和祝福⼈類。全⼈類和神的關係就是：⼈要遵守神的律法得

著神的祝福，否則就會受到違背律法的懲處。這是⼈與神之間天賦的關係，是創造者和受

造者之間的關係。就是所稱的「⾏為之約」。亞當墮落之後，滿⾜神律法的要求仍然存在

約束著⼈類。因為律法的功⽤刻寫在⼈的⼼裡，⼈的是非之⼼證明⼈知道要遵⾏神的律法

（羅 2:15）.基督作為中保君王就是要在地上透過神的律法施⾏祂的統治。 

 
1c-為何是虛妄。「1 外邦為甚麼爭鬧？ 萬民為甚麼謀算虛妄的事？	」這是受膏君王對外

邦萬⺠發出的嘆息，和驚奇。因為他們的謀算是空虛的，是徒然的。所以，1-3 節是要提

醒受膏君王向神的百姓說明，耶和華神透過祂膏抹的君王執⾏統治的環境是：普世性的反

抗。反抗的動機是「不服神的律法」，並且這樣的反抗是空虛徒然的事。 

 

2-中保君王權柄的設立（4-6）。 接下來，4-6 節說明了，為什麼地上君王外邦萬⺠的謀

算是空虛的，是徒然的。原因是：中保君王的權柄是超越的，中保君王的職分是要施⾏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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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審判；並且中保君王的權柄是創造天地的神所設立的。這是⼤衛君王對祂的王權的宣

告，⽬的是對地上列國施⾏審判。 

 

2a-權柄的超越。「4 那坐在天上的必發笑； 主必嗤笑他們。」「發笑和嗤笑」是比喻的

⽤語，⽤來描述世上君王以及列國萬⺠的反對和敵擋，對中保君王的統治不會產⽣任何的

威脅。「那坐在天上的」是指坐在天上寶座的神，表⽰創造天地萬物的神的統治權柄超越

了世上君王的權柄和能⼒。 

 

2b-權柄的執行。「5 那時，他要在怒中責備他們，在烈怒中驚嚇他們」第 5 節，「那

時」就是指神的發怒，也就是神執⾏審判的時候。我們需要說明「神發怒」是⼀種比喻

的，擬⼈化的聖約⽤語。神是不會改變的，是⼈和神之間的聖約關係改變了，⼈觸犯了神

的律法，斷絕了神與⼈之間天賦的關係，⼈就處在受懲處和審判的狀態中，從神聖約的祝

福中進入了聖約的審判中。聖經⽤擬⼈化的語⾔，⽤「神發怒」來說明這種聖約關係的轉

變。神在⼈類歷史中⼀直⽤對列國萬⺠的審判來控制罪的蔓延，以及成就祂在⼈類歷史中

對祂的百姓的保守：神審判法老王保守帶領神百姓出埃及，神審判迦南諸王帶領神百姓征

服應許地，神審判巴比倫王把神百姓從被擄中帶回重建耶路撒冷聖殿。最重要的是：這些

神審判地上君王的許多歷史事件，都是預表和指向基督耶穌，復活升天之後，在天上執⾏

祂的中保君王權柄：在啟⽰錄中 7 章我們看到被殺的羔⽺從坐寶座的右⼿裡拿了書卷，

接下來，展開書卷和揭開七印，就是執⾏神的審判，並且保守帶領神的百姓勝過撒旦獸和

假先知。這是中保君王在執⾏神所賦予祂的權柄。 

 
2c-權柄的授予。「6 說：“我已經立我的君在錫安我的聖山上了。”」錫安是舊約時期神

在地上的居所「⼤衛之城」，也是⼤衛後裔君王被授予和執⾏中保王權的地⽅。舊約地上

的錫安⼭預表新約時期天上的耶路撒冷。希伯來書 12:22 節說：「你們乃是來到錫安山，

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這節經⽂是指耶穌基督的復活，在天上受膏抹，

被授予天上和地下所有的權柄。（⼤衛三次受膏都不在錫安⼭） 

 

結論：所以，我們看到 4-6 節說明了基督權柄的超越性，因為祂要執⾏神的審判，⽽且

祂的權柄是神所授予的。基督屬天權柄的設立造成屬地君王謀算的虛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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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保君王權柄的本質 （7-9）第 7-9 節，是受膏君王以神的宣告說明啟⽰⼤衛後裔君

王權柄的本質，也就是我們的主耶穌在天上作王掌權的特質。 

3a-權柄的源頭和職分。 「7 受膏者說，我要傳聖旨：耶和華曾對我說：“你是我的兒

子，我今日生你。」這裡是受膏君王本⾝說明他中保君王權柄的源頭和職分。「我要傳聖

旨」，是指受膏君王的職分或功⽤。什麼是「傳聖旨」呢？按照希伯來⽂可以翻譯為「傳

講耶和華的律法」[ הָ֗והְֽי קֹ֥ח לֶֽ֫א הָ֗רְּפַסֲא ]（詩 94:20-律例）。也就是說，這位受膏抹的中

保君王的職分和功⽤就是傳講神的律法。加爾⽂更直接地指出：「⼤衛為了要揭開仇敵⼀

切的愚昧無知，他承擔了講道者的職分，為了要發布神的旨意。」基督的職分是傳道者。

基督的職分是傳講神的旨意，神的律法。神的旨意就是要建立祂的國度，使祂的百姓都遵

守祂的律法⽽蒙祝福。從⾺太福⾳我們就看到基督在地上的執事就是傳講、宣告、解釋神

國度的律法。今天主耶穌在天上仍然在執⾏祂的職分：希伯來書 2:12 節講到基督在天上

的雙重執事：「我要將你的名傳與我的弟兄，在會中我要頌揚你。”	」第⼀，基督傳揚神

的名。傳揚神的名就是傳講神的旨意，傳講神的國度，傳講神的律法。第⼆，基督以君王

祭司的⾝分帶領天上地下眾聖徒唱詩歌敬拜神。頌揚的希臘原⽂就是詩歌的動詞，唱詩歌

[ὑμνέω](hymneo) （太 26:30）。 

「耶和華曾對我說：“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這裡的⽤語是出⾃於撒⺟耳記下 7 章

的「⼤衛之約」。神向⼤衛應許祂和以⾊列的君王之間是⽗與⼦的關係，祂會按照守約的

信實保守，試驗，管教他們，並堅定中保君王的國位直到永遠。這是說明基督中保君王權

柄的源頭是出⾃於神不朽壞的聖約，並在耶穌的復活升天作王掌權達到最完全的應驗。 

   
3b-權柄的範圍和領域。 「8 你求我，我就將列國賜你為基業，將地極賜你為田產。」這

裡講到中保君王權柄的範圍和領域。這是耶和華神在說話。「你求我」是說明受膏君王的

統治不是獨立⾃主的⾏動，⽽是順服依靠⼤君王耶和華的旨意。神的旨意說明了基督統治

的範圍和領域包括了外邦列國。地上所有的國度都是基督統治的範圍和領域，從基督在天

上受膏抹的時候就開始的，從敵擋中開始，⼀直到最後審判導致新天新地完全的實現。 

 
3c-權柄的能力和力量。「9 你必用鐵杖打破他們，你必將他們如同窯匠的瓦器摔碎。”」

窯匠和瓦器在聖經中是⽤來比喻創造者和受造者之間的關係。神作為創造者對受造者有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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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的權柄，如同「窯匠」對他的「瓦器」有絕對的權柄。「鐵杖」是神執⾏審判的⼯具。

加爾⽂指出「鐵杖」是比喻「福⾳的教義」。他的解釋出⾃於帖後 2:8，基督要⽤⼝中的

氣滅絕不法的⼈。以及，林後 10:1-4，指出福⾳的執事擁有主賜的造就⼈的權柄，可以

攻破堅固的營壘。我們看到啟⽰錄 19：15	更清楚的說明了基督在天上的執事「15 有利

劍從祂口中出來，可以擊殺列國。祂必用鐵杖轄管他們，並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醡。」基

督⼝中的利劍就是福⾳的教義。福⾳的教義說明了神的律法如何藉著耶穌基督實現在神國

度百姓的⾝上。 

 

結論：在 7-9 節中，我們看到⼤衛後裔君王基督中保王權的特質：基督的權柄出於神；

基督的職分和功⽤是傳講神的福⾳。基督執事的範圍和領域包括外邦列國。基督統治的能

⼒和⼒量在於福⾳的教義。君王傳講福⾳的教義正是 10-12 節的內容。 

 

4-中保君王統治的執行（10-12）。我們看到受膏君王在就職的典禮上就開始執⾏他的統

治，傳講宣告神國度的福⾳。 

 

4a-悔改的呼召。「10 現在，你們君王應當省悟； 你們世上的審判官該受管教！」這福

⾳的呼召悔改。為什麼是悔改的呼召呢？「當省悟」[ לַכָׂש ] 就是「當思想理解」「當有⾒

識」（to have insight），「受管教[ רֵסֹי ]」就是「受教導」，無論是⾔語上的還是⾏為

上的管教和教導。這些都直接地關係到⼼思意念的被轉變更新。這種思想、理解、受教就

是聖經悔改的福⾳教義。這裡是在呼召世上君王掌權者要悔改。 

 
4b-事奉和敬拜。「11 當存畏懼事奉耶和華，又當存戰兢而快樂。」這是講到事奉和敬

拜。悔改，⼼意的更新變化所彰顯出來的外在⾏為就是事奉和敬拜神。事奉[ דַבָע ]和敬拜

是互換的字（出 4:20；申 6:13 ⺠ 3:7，16:9；詩 97:7），事奉偶像就是敬拜偶像。「畏

懼」是對神權柄的順服，⼀種認識⾃⼰是站在全能創造者⾯前的受造者的反應。畏懼不是

感覺上的不穩定，⽽是認識神的智慧的標誌。「戰兢⽽快樂」似乎是相互⽭盾的。但是正

好相反，「戰兢⽽快樂」彰顯表⽰悔改的真實雙重⾯向：「快樂」(rejoice)是在敬拜中滿

⼼的讚美神的救恩；「戰兢」(trembling) 表⽰在事奉敬拜中的警醒和⾃我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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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祝福的應許。「12 當以嘴親子，恐怕他發怒，你們便在道中滅亡，因為他的怒氣快要

發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這是講到要回應福⾳的祝福和應許。「以嘴親⼦」象

徵對神所設立的中保君王的順服和敬畏。「恐怕」帶出了對審判的警告。因為神對世界最

後的審判將會快速臨到地上的國度。「有福的，就是那些投靠祂的⼈！」是宣告神的保

守。神保守那些回應福⾳真正悔改的⼈。 

 

結論：詩篇 2 是舊約以⾊列受膏君王就職加冕典禮的詩篇。啟⽰了新約耶穌基督的中保

王權：1）基督是在普世的反抗敵擋中執⾏祂的王權；因為他們不順服神律法的統治。

2）這些世上君王的謀算是虛妄的，因為基督的權柄是天上的神所設立的，超越世上所有

的權柄，為要執⾏神對世上列國萬⺠的審判。3）基督宣告了中保君王權柄的本質：基督

的職分和功⽤是要傳講宣揚神國的福⾳，福⾳的宣講同時帶來審判；⽽基督的能⼒和⼒量

就出於福⾳的教義。4）對福⾳的回應和祝福就是悔改，⼼意被更新變化；以致於存著智

慧敬畏神的⼼事奉敬拜，在救恩中警醒並快樂。持守「基督中保王權」的聖經教義是改⾰

宗長老會的特徵：「耶穌基督作為中保，為了祂的榮耀⽽統管萬⺠和他們的⾏動。眾⼈和

天使都當順服祂。所有的⼈，在任何關係和處境下，都有義務根據祂的律法來促進祂恩典

的計劃。」（8.1） 

 

應用：1-兩國論的錯誤。今天⼀些改⾰宗⼈⼠在倡導⼀種極端的「兩國論」R2K, Radical 

Two Kingdom View。這種觀點論述認為神⽤兩種不同的模式統治管理教會和地上的國

度。神透過基督⽤神的話統治管理祂的教會，基督的中保王權不包括地上的列國。神是⽤

刻寫在⼈內⼼的律法，就是良⼼來統治管理地上的國度。這是⼀種錯誤的教導，因為在詩

篇 2 中我們清楚地看到基督中保王權的範圍包括了地上列國，並且基督是以宣講神的律

法，宣講神國的福⾳來統治世上的君王。地上君王有義務根據神的律法來促進神的計畫。 

 

2-政治意識形態。我們必須認識到普世的國度都是敵擋基督中保王權的。因此，即使是基

督教最興旺的國家，其政權的本質最後還是敵擋基督的。基督徒對世上政權應當有正確的

認知，我們需要帶著對基督中保王權正確的認識參與在其中，並⽤福⾳⾒證基督。這樣我

們就不會受到政治意識形態的轄制，失去了福⾳的⾒證。並且，對基督中保王權的正確認

為，必然會除去我們強烈的政治意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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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對基督權柄的回應。我們原來都是世上的列國萬⺠，因為基督呼召了我們，把我們帶到

祂的國度裡。今天我們聚集在⼀起，在聖靈中就是在真理中敬拜⽗，這正⾒證了基督在天

上執⾏中保王權，並且在我們⾝上產⽣了果效。我們要如何回應呢？詩篇 2 提醒我們要

存敬畏事奉敬拜耶和華。要在戰兢中順服主在我們⾝上的⼯作，同時在救恩的應許中快

樂，因為，基督已經完全成就了我們的救恩，祂也應許要把我們帶到完全。 

 

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