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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詩篇第廿九篇 

中心思想：上帝在暴風雨中彰顯祂的榮耀能力 

經文解釋： 

1. 耶和華是君王，配得敬拜與讚美（1～2 節） 

2. 耶和華榮耀的聲音統管自然界（3～9 節） 

3. 耶和華是君王，要賜福給祂的百姓（10～11 節） 

 

【前言】 

各位親愛的上帝子民：這是我第一次在教會的講台上講道。雖然我是以「預

備長老」的身分來「勉勵」大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講道」，但是我仍然以膽

戰心驚的心情站在講台上。因為在主日的講台上，當上帝臨在我們當中，呼召祂

的子民來敬拜祂的時候，傳道人是以受差遣的身份，代表基督向祂的子民說話

的。保羅在哥林多後書第二章裏說到，傳道人是被基督征服的人，在基督得勝的

隊伍裏，由基督所率領，要在各處顯揚那因認識基督而有的香氣。這個香氣有兩

種作用：在滅亡的人身上就作了死的香氣叫他死；在得救的人身上就作活的香氣

叫他活。因此，講道者的責任是非常重大的，會帶來兩種截然不同的結果。保羅

承認說，「這事誰能當得起呢？」但是保羅說他是「由於誠實，在上帝面前，憑

著基督（或：在基督裏）講道」（林後二 17）。他知道他所承擔的是「新約」

（New Covenant）的職事；而他之所以能承擔這個職分，是因為新約已經來到；

耶穌基督已經以祂的身體和寶血和我們立了新約；而且，祂如今已經完成祂的工

作，坐在父神的右邊。祂今天乃是透過聖靈，藉著祂所差遣的僕人，向祂的子民

說話。因此，求上帝幫助我，也能出於誠實，在上帝面前、在基督裏，代表我們

的君王耶穌基督向祂的子民說話。此外，雅各也警告門徒，「不要多人作師傅，

因為曉得我們要受更重的判斷」（雅三 1）。所以，我是戒慎恐懼的心來準備這

篇講章的。求上帝幫助我，讓我能講得清楚明白，把上帝各樣的旨意傳講得全備，

來餵養祂的百姓。也求上帝幫助大家，在聽道時可以專心，並且以信心、愛心、

謙卑的態度，來預備自己的心，領受基督的道，也就是基督今天要對各位說的真

道。 

 

【介紹詩篇的整體結構】 

在我們進入到今天的詩篇之前，讓我先對詩篇這卷書作一個概述。這個詩篇



系列講道的目的，是希望對我們每個禮拜輪流頌唱的十首詩篇作一個簡單的介

紹，來學習如何「活在詩篇中」。我的目的是希望詩篇能成為我們表達基督徒情

感最主要的來源。因為我們看到，我們的君王，我們的聖約元首，耶穌基督，祂

最常引用的經文，就是詩篇。詩篇可以說是祂一生的寫照，祂無時無刻不活在詩

篇中，也無時無刻不用詩篇來反照祂的生活和生命。當我們熟悉詩篇的語言，活

在詩篇的思想中，我們會更接近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心，使我們與祂更親近，也活

在上帝賜給我們的話裏，時時刻刻從那裡取用我們需要的活水，幫助我們在世上

過敬虔的生活，儆醒等候祂的再來。 

好，讓我先介紹詩篇的整體結構。我還記得我剛信主時，一位弟兄鼓勵我立

志在第一年讀完整本聖經。我也按照他的鼓勵，在第一年把整本聖經讀了一遍。

不過我要老實承認，當年讀詩篇時，真的不知道在讀些什麼，也不知道該怎麼讀。

因為詩篇看似是零零散散的，不像其他書卷有一個故事或主題。每一首詩篇也看

似是獨立的，隨便調換位置，好像也不會改變整卷詩篇的意義。我真的無法掌握

詩篇的主要信息。只知道裡面有很多對上帝的讚美，也有很多對上帝的抱怨。可

以看到上帝的百姓如何禱告等等。不過，後來陸陸續續參考了一些書籍，看到詩

篇其實是可以找到一些結構的，這些結構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這卷書。 

首先，我們會看到，上帝給我們的這150首詩篇有一個清楚的架構，那就是

它被分成五卷書。這五卷都是以讚美上帝的詩句結束的。例如：第一卷（1～41）：

耶和華以色列的神是應當稱頌的，從亙古直到永遠。阿們！阿們！ (Psa 41:13) ；

第二卷（42～72）：祂榮耀的名也當稱頌，直到永遠。願祂的榮耀充滿全地！阿

們！阿們！ (Psa 72:19) ；第三卷（73～89）：耶和華是應當稱頌的，直到永遠。

阿們！阿們！ (Psa 89:52) ；第四卷（90～106）：耶和華以色列的神是應當稱頌

的，從亙古直到永遠。願眾民都說：阿們！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Psa 106:48) ；

最後一卷（107～150）：凡有氣息的都要讚美耶和華！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Psa 

150:6) 因此，這樣的結構完全符合這卷書的書名：讚美之書（Book of praises, sefer 

tehillim），或簡稱讚美。 

其次，我們看到，最長的是第五卷（107～150），有44首詩篇。排第二的是

第一卷（1～41），有41首。第二卷（42～72）排第三，有31首。然後是第三卷

（73～89）和第四卷（90～106），各有17首。儘管每一卷書都有讚美詩，不過，

第五卷卻特別多，說明詩篇集是在讚美中達到高峰的。的確，第五卷的最後五首

詩篇，都是以呼召讚美來開頭和結尾的，向我們證明讚美的完整和完美。 

第三，我們可以看到每一卷書都同時關切個別的信徒，也關切上帝全部的子

民。詩篇所表達的宗教情感，既是個人性的，也是群體性的。例如，詩篇第一篇

的開頭是：「有福的人（單數）啊......」——強調個人，而詩篇第二篇的結尾是：

「凡投靠你的，都是有福的。」——強調群體。詩篇集的每一卷都強化了這種同

時對個人和群體的關切。我們可以看到，每一卷書都是從一首個人詩篇和團體詩

篇開頭的。不過，詩篇既然是詩歌，我們就必須期待其中會有一些藝術性的變動。

第一卷和第三卷是從個人性的詩篇起頭的，接著是一首團體性的詩篇。第二卷表



面看來有一個小小的變動：頭兩首（42、43）是個人性的，然後第三首是團體性

的。不過，這是一個非常微小的變化，因為詩篇43篇似乎是詩篇42篇的第三節，

你可以把四十二篇和四十三篇看成是一首完整的詩歌。第四卷和第五卷的變動更

大，因為它們是從團體性的詩篇開頭的，然後才是個人性的詩篇。如此，這五卷

書都在主張，真正的宗教同時是個人性的和團體性的。兩者是互補的，缺一不可。 

最後這點是最重要的。詩篇集的開展不單單只是越來越強調讚美詩。每一卷

書中都有許多類型的詩篇，例如：有所謂的讚美詩、感恩詩、哀歌、君王詩，等

等。不過，總的來說，我們可以看到詩篇集有一個動向。第一卷的許多詩篇都說

到君王和他百姓的苦難，他們即使面對苦難，卻仍然表現出對上帝的信心和讚

美。第二卷特別把這份信心和上帝指派的君王連在一起，他在上帝的聖城裏維護

上帝的子民、堅固上帝的道路。不過，第三卷的主調卻是以色列君王的危機，以

色列王權似乎面臨失敗了。第四卷則描繪以色列君王和百姓，他們在創造世界的

上帝裏得著安慰，因為祂是與以色列在西奈山立約的上帝。第五卷接著揚聲讚美

君王和百姓，使這個讚美到達一個新的高度。所以我們在這些大致的標題裏，可

以看到每一卷書大致的主題（括號裏的內容是Palmer Robertson的總結1）： 

第一卷：以色列君王對上帝的看顧的信心（confrontation with the nations） 

第二卷：以色列君王對上帝國度的委身（direct communication with the nations; 

Yahweh  Elohim） 

第三卷：以色列君王在上帝的應許上遭遇危機（from the person of David to the 

corporate community and its devastation by international forces as they are defeated 

by their enemies） 

第四卷：以色列君王在上帝的信實裏得著安慰（maturation of God’s people 

who have experienced exile） 

第五卷：以色列君王讚美上帝的救恩（the consummation of God’s work） 

 

以上是詩篇的整體結構。儘管這樣的總結無法涵蓋每一卷書卷的所有內容，但是

它可以幫助我們看到每一卷書的重點，還有詩篇整體的發展動向。我們會在後面

的講道中，再多介紹每一卷的主題。 

好，讓我們來看今天的經文：詩篇廿九篇。（讀經，請會眾起立） 

以上是上帝無謬無誤的話。讓我們禱告：慈悲憐憫的天父上帝，感謝你賜下你的

愛子耶穌基督，使祂成為我們的智慧、公義、聖潔與救贖。求你賜給我們一顆愛

慕你律法的話的心，願意終日不住地默想，好叫我們能成為明智、明理的人，不

偏離你的道路。也求聖靈的引導，幫助我講得明白，並且幫助會眾能專心聆聽你

在下面的時間要對他們說的話。奉我們坐在天上的先知、祭司、君王的耶穌基督

的名求。阿們。請會眾坐下。 

 

                         
1 O. Palmer Robertson 的書：The Flow of the Psalms: Discovering Their Structure and Theology, P&R, 
2015. 



I. 中心思想 

我們剛才唱過、也讀過這整首詩篇。我們初步可以得到一個印象：這首詩篇

是一首讚美詩，頌讚耶和華在大自然界的權能。這首詩篇的場景是一場暴風雨，

祂好像一位得勝的君王，戰勝大水、戰勝大山、戰勝曠野。但是耶和華的榮耀不

只是顯明在大自然界，更顯明在祂的救贖歷史裏。詩人特別頌讚耶和華的「名」，

也頌讚祂在暴風雨的雷聲裏所顯出的、那令人敬畏的榮耀和能力。 

各位如果有印象，一定記得，以色列人對上帝聲音的第一手經驗，最典型的

是被記錄在西奈山立約之時。摩西在出埃及記十九章說，上帝帶領以色列民出埃

及之後，來到西奈山與他們立約。十九章 16 節說，「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

有雷轟、閃電和密雲......營中的百姓盡都發顫」。這正是上帝顯現時所顯出的威

榮。（請想像這幅場景！兩天前在 RP 總會開會，半夜的雷聲！）在這首詩篇中，

詩人把上帝的聲音形容為「打雷」，這會讓人對上帝的話、上帝的啟示產生一種

敬畏感；也有人說這種打雷的形容，是以色列百姓對耶和華戰勝敵人時的威榮，

所產生出來的一種敬畏感。後面這種解讀特別具有說服力，因為摩西之歌（參看

出十五 1-3）和底波拉之歌（士五 4-5，19-21）也有類似的形容。 

我要向耶和華歌唱，因祂大大戰勝，將馬和騎馬的投在海中。 耶和華是我的力量，

我的詩歌，也成了我的拯救。這是我的神，我要讚美他，是我父親的神，我要尊崇

祂。 耶和華是戰士；祂的名是耶和華。 (出十五1-3) 

耶和華啊，你從西珥出來，由以東地行走。那時地震天漏，雲也落雨。 山見耶和

華的面就震動，西奈山見耶和華以色列神的面也是如此。 (士4-5) 

各位可以看到，這些經文所描繪的，與我們今天的詩篇是類似的。 

在這首詩篇裏，「耶和華的聲音」這個短句一共出現 七 次。如果我們回去

看第廿八篇，那裏說到，詩人在苦難中求告耶和華：「耶和華啊，我要求告你！

我的磐石啊，不要向我緘默！」（在讀詩篇時，參考前後的詩篇，有時候會找到

一些相關的概念和關鍵詞，可以幫助我們明白它們之間的關聯，這是讀詩篇的竅

門和樂趣之一。）因此，詩篇廿九篇就有如是回應廿八篇的禱告。上帝不是沉默

的，當祂的子民在遭難的時候向祂求告，我們可以期待，祂一定會回應。上帝不

僅僅在自然界和歷史中施展大能的作為，也在西奈山上啟示自己。前面雖然提

到，這首詩篇是在描繪上帝的得勝。不過，我們不必把這首詩歌僅僅侷限為一首

得勝的詩歌，因為一旦提到「耶和華的聲音」，以色列人一定會聯想到「耶和華

的話」這個觀念，祂的話是大有能力的，會行各樣的奇事。 

這首詩的結構可以分成三段：開頭（1-2 節）和結尾（10-11 節），焦點都

是讚美上帝的王權，中段（3-9 節）以非常詩意的方式描繪上帝統治的榮耀和能

力。你可以看到一種簡單的交叉對偶結構（chiasm）——可以稱之為「三明治結

構」，好像兩片麵包夾著一層火腿，當然，中間的部分是最重要的，是其主題。

這是希伯來詩歌常見的結構。我們會按照這三部分來解釋今天的經文。 

A  耶和華是君王，配得敬拜與讚美（1-2） 

B  耶和華榮耀的聲音統管自然界（3-9） 



A’ 耶和華是君王，要賜福給祂的百姓（10-11） 

 

II. 背景介紹 

A. 與迦南詩歌的關聯：這首詩篇是一首壯麗的讚美詩歌，將耶和華描繪為一位

得勝的君王。裏面有許多詞彙和比喻，與古代迦南人的詩歌很接近，因此有些學

者主張這是改寫自迦南人的詩章。但是我們接受 Craigie 的結論。他認為這兩者

的關係並不像一般人說的是完全依賴的關係。暗示迦南背景，也許只是為了論

證，作者用它來證明以色列的君王戰勝巴力——被迦南人視為是風暴的主。用

Craigie 的話說，「這首詩歌刻意使用類似迦南人的語言和圖像，突出耶和華的

力量和勝利，來對比巴力的軟弱和無能。」 

B. 與其他經文的關聯。在第 1-2 節裏，大衛召喚「上帝的眾子」來讚美耶和華。

「歸給祂」說了三次。因為很重要，所以要說三次嗎？不是！馬太亨利說，這暗

示上帝「眾子」的退縮，他們沒有履行敬拜的職責，因此因此大衛作為以色列的

君王，召喚他們。（在這首詩篇中說話的是大衛，因為題詞說，這是大衛的詩。

他是以色列的君王，既代表自己說話，更代表全體以色列子民說話。我們下次會

再介紹這個很重要的觀念。） 

在說了三次「歸給祂」之後，再加上「敬拜」這個動詞，這種模式也出現在

詩篇九十六 7-9： 

民中的萬族啊，你們要將榮耀、能力歸給耶和華，都歸給耶和華！ 要

將耶和華的名所當得的榮耀歸給祂，拿供物來進入祂的院宇。 當以聖

潔的妝飾敬拜耶和華；全地要在祂面前戰抖！ (Psa 96:7-9) 

詩篇九十六篇的背景是上帝是全宇宙的君王，所以通常被歸類為「君王詩」。

耶和華不單是以色列的君王，更是全地的君王。在君王詩中，「救恩」（詩九六

2）通常是指軍事上的拯救。大衛迎接約櫃回到耶路撒冷時，唱的就是這首感恩

詩的一部分，或是這首詩篇早期的版本（請看代上十六23～33）： 

民中的萬族啊，你們要將榮耀、能力歸給耶和華，都歸給耶和華！ 要

將耶和華的名所當得的榮耀歸給他，拿供物來奉到祂面前；當以聖潔的

妝飾敬拜耶和華。 (代上十六28-29) 

 「歸給祂」的意思就是上帝既然已經在被造界、救恩歷史中啟示祂的榮耀和

能力，我們就要承認這些是祂的屬性，也好像回聲（echo）一樣，呼應祂的啟示。

而且，請注意，「能力」這個詞，也往往是用在軍事背景裏的。 

因此，這首詩篇（廿九篇）的背景是一個軍事勝利的背景，以色列人也許是

把它用在打勝仗時頌唱的詩歌。耶和華的榮耀和能力顯明在祂戰勝百姓的仇敵

（也就是祂的仇敵）上，祂藉著打敗仇敵來施行拯救。因此，大衛召喚「上帝的

眾子」要和上帝的子民一同來讚美上帝，把榮耀和能力歸給耶和華。以色列人是

靠著耶和華的名才得勝的，因此要把適當的尊崇和榮耀歸給祂的「名」。 

 

III. 經文解釋 



A. 耶和華是君王，配得敬拜與讚美（1-2 節）。 

1. 「上帝的眾子」。被召喚要來讚美耶和華的「上帝的眾子」是誰呢？NIV譯為

the mighty ones（直譯是「大有能力的」），淡化了希伯來原文的難度，原文是

「上帝的眾子」（sons of God）要將榮耀歸給祂。 

加爾文認為這是指世上有能有位的君王（參：八十二6 「你們是神，都是至

高者的兒子」），因為他們驕傲自大，不敬拜上帝。因此大衛用大而可畏的聲音

描繪上帝的威嚴。他要世上君王放棄他們的傲慢，放棄對自己力量的誤信，要按

照上帝配得的來敬拜祂。這是非常說得通的，尤其考慮到詩篇第二篇的背景。 

不過，這個詞在聖經其他地方特別是指「天使」（因此ESV直接翻譯為heavenly 

beings）。例如詩篇八九5～6：耶和華啊，諸天要稱讚你的奇事；在聖者的會中，

要稱讚你的信實。在天空誰能比耶和華呢？上帝的眾子中，誰能像耶和華呢？ 

(Psa 89:5~6)。因此，我認為，在這首詩歌的語境下，這個詞是一個專門術語，指

在天上神聖會議的天使，他們圍繞在上帝寶座的四周。而上帝子民，對天上會議

的成員——天使——喊話，要他們一同來讚美耶和華。人的歌聲有時候不足以表

達當歸給上帝的榮耀，因此上帝的子民呼叫天使來幫助我們敬拜。 

希伯來書十二章2～4節說，當我們敬拜時，是「來到錫安山，永生神的城邑，

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裡有千萬的天使，有名錄在天上諸長子之會所共聚的總

會，有審判眾人的神和被成全之義人的靈魂，並新約的中保耶穌，以及所灑的血；」

上帝的百姓，你知道嗎，我們的敬拜是在天上的敬拜，是與眾天使、歷世歷代的

聖徒，藉著耶穌的寶血，在耶穌的帶領下，一起來敬拜上帝。你曾經這樣理解我

們的敬拜嗎？若我們是以這種角度來看我們的敬拜，我們的敬拜可以隨便馬虎

嗎？可以隨心所欲嗎？一定不會，不是嗎？ 

2. 耶和華的「名」。「耶和華」這個名字有什麼含義呢？耶和華是上帝與人立

約時向人啟示的名字，是祂的「約名」。我們可以用「臨在並預備施行拯救」（present 

to act in salvation）來概括其含義。耶和華的意思，最基本的就是祂隨時準備好要

與百姓同在，拯救他們。當然，我們是站在救贖歷史這一頭的，我們知道，耶和

華這個名字全部的涵義，在耶穌基督身上已經成全、應驗了。我們也應當知道，

耶和華名的榮耀是以祂在歷史中的救贖行動為基礎的。上帝以祂的君尊，與以色

列人立約。祂以「耶和華」這個名在盟約關係上蓋印（seal），向我們保證，祂

會與我們同在，打敗仇敵來拯救我們。 

在出埃及記裏，上帝向摩西啟示祂的名字：「我是自有永有的」（I AM WHO 

I AM，出三14）。然後，上帝介紹自己是「耶和華」（出六2-8）。耶和華這名

字就表達出一種即時的同在感。當上帝藉著雲柱、火柱帶領以色列人平安度過紅

海，並且用海水淹沒埃及的軍隊，摩西就代表上帝的子民，發出他的讚美。在摩

西的讚美詩中，就頌讚耶和華這種戰士的屬性：耶和華是戰士；祂的名是耶和華。 

(Exo 15:3) 這首詩出現在出埃及記第十五章，也就是在摩西帶領百姓渡過紅海之

後作的，值得大家回去再多讀幾次。 

3. 「榮耀、能力」。我們剛才說過，當我們閱讀詩篇時，最好能看看前後的詩



篇，有時候可以找到一些類似的關鍵字，幫助我們明白這首詩。在詩篇廿九篇的

前一首——廿八篇裏，也提到耶和華的能力（力量）。在那首詩中，耶和華的「能

力」（力量）是祂同在的保障，祂會祝福和保護祂的子民（請看廿八7-8）。 

因此，「榮耀」和「力量」是顯明出祂在大能的創造和救贖行動中的本質。

祂的行動揭示出祂「君王」的特質。詩人要我們將榮耀、能力歸給祂，就是要我

們我們承認這些是上帝屬性的一部分，祂是大有榮耀和能力的，祂是宇宙的大君

王。祂不僅創造宇宙，更施行救贖，因此祂配得我們的讚美，我們應當把榮耀歸

給祂，而不是歸給任何其他的被造物。宇宙不是自然而然而來的，而是祂創造的。

我們也不是靠自己拯救自己的，「救恩出於耶和華」 （拿二9），因此我們不能

像不信的人那樣，把榮耀和能力歸給自己。 

4. 聖潔的妝飾。這句話的翻譯不是很確定，有些人翻譯為：要在耶和華聖潔的

光輝中敬拜祂。不過，也可以如和合本或新譯本的翻譯，要以聖潔的妝飾（裝束）

敬拜祂，強調的是敬拜者的行為。天使和地上的被造物一樣，要「在祂聖潔的光

輝中」來敬拜祂；或者說，來到上帝面前唯一適當的方法是「以聖潔的妝飾」。

上帝的僕人只有當他們以一種適合敬拜這位偉大君王的穿著，並且像在聖殿裡的

祭司一樣完全分別為聖、完全歸給祂的方式，才算是準備好要來事奉祂。 

對上帝子民來說，聖潔的妝飾，除了指我們的穿著外，也應該包括我們的思

想、行為、行動。彼得前書三章4節說，「只要以裡面存著長久溫柔，安靜的心

為妝飾；這在神面前是極寶貴的。」當我們順服祂，以聖潔、合乎神的律法，合

乎祂心意的思想、行為或行動，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敬拜祂，就是我們承認祂的榮

耀、能力，就是把榮耀能力歸給祂，就是把祂的名當得的榮耀歸給祂。我們所唱

的詩歌和我們的一舉一動，都會反映出祂聖潔的同在。世人要因上帝的統治、主

權、威嚴而讚美祂，而這些屬性會顯明在祂與祂百姓的關係上。 

5. 應用： 

大要理問答160問問到，對於聽道的人，有何要求?答：聽道的人要： 

(1) 殷勤、作好預備、以禱告的心來聆聽；(2) 根據聖經來察驗他們所聽到的；

(3) 以信心、愛心、謙卑來領受真理，預備自己的心，以為是神的道；(4)默想

神的話，並且彼此談論神的話；(5) 將神的話存記在心，藏在心裡，並且在他們

生活中結出果實。 

上帝的子民啊！你在平日是如何把榮耀和能力歸給祂的呢？你是否經常和

上帝的子民彼此談論神的話呢？你是否會把上帝的話藏在心裡，時刻默想、背誦

呢？你是否每個主日都如此預備好來敬拜上帝呢？上帝呼召你要在三點半來敬

拜祂，你是否準時呢？你在週日上午、甚至是週六晚上作了什麼預備呢？在敬拜

時你是否會分心，想著要回家看籃球賽呢？願我們時刻想到上帝的榮耀、能力、

尊榮，以敬畏的心來事奉祂。 

 

B. 耶和華榮耀的聲音統管自然界（廿九3～9） 

接下來我們看這首詩篇的第二部分，也就是這首詩歌的主體（=主題），這



是召喚上帝眾子來敬拜的依據。在這部分當中，大衛以豐富的圖像，生動地描繪

出上帝在自然界的顯現，祂在暴風雨中顯出祂的威嚴和能力。沒有其他詩篇能像

這篇這樣，更有力地表達上帝在暴風雨中的榮耀。上帝的子民從來不會把自然現

象當作和上帝無關，好像只是一種自然規律，反而會在這些大自然現象中看到上

帝的榮耀。詩人描寫神的榮耀停在一切被造物身上：天空、海洋、大地、曠野。

大衛把雷聲形容為是「耶和華的聲音」（一共出現七次）。耶和華的聲音首先從

海上（地中海）發出，使海洋充滿上帝的威嚴和能力（3～4節）。然後移入到內

陸，越過眾山嶺，到達巴勒斯坦北方的黎巴嫩、西連（就是黑門山，5～6節）。

又經過南部加低斯的曠野（7～8節）。詩人描寫上帝的威嚴和能力對樹木、大山、

曠野、動物、植物造成的影響之後，上帝的榮耀又回到聖殿（9節下），祂的百

姓呼喊（cry）：「榮耀」。 

也有學者指出，這首詩篇是一組詩歌的其中之一，主題都是耶和華的聖殿：

廿三篇（6），廿四篇（7～10），廿六篇（8），廿七篇（4～6），廿八篇（2）。 

好，我們接著來看耶和華的聲音出現在哪些地方。 

1. 水上、大水。即使在海上的風暴中，榮耀的上帝也顯明祂的榮耀和能力。這

裏的背景和迦南的神明巴力有關。在迦南人的神話裏，巴力和暴風雨、打雷、閃

電有關。但是大衛在這裏拒絕接受迦南人的神話，認為巴力有這樣的能力。迦南

神話認為海洋這個區域是Yam（海神和混沌之神）和巴力（繁殖和暴風雨之神）

之間的戰場。神（El）是迦南諸神的首領，是眾神慈愛的父親。這裏直接把耶和

華當作是那「榮耀的神」，就是暗示耶和華戰勝了巴力。 

第3節a的「水上」可能是指聚集在厚厚雲層裏的水（參：詩十八12；耶十13）

（K&D）。 

因祂面前的光輝，祂的厚雲行過便有冰雹火炭。 (Psa 18:12) 

祂一發聲，空中便有多水激動；祂使雲霧從地極上騰；祂造電隨雨而閃，從祂府庫

中帶出風來。 (Jer 10:13) 

耶和華也以至高主權統治「大水」（mighty waters；第3節b）——指地中海。

對以色列人來說，地中海被視為一種強而有力的權勢，波濤洶湧的大浪會造成極

大的破壞。但是耶和華對恐怖的海洋也行使至高的主權（參：詩九十三3-4）。 

耶和華啊，大水揚起，大水發聲，波浪澎湃。 耶和華在高處大有能力，勝過諸水

的響聲，洋海的大浪。(Psa 93:3-4) 

2. 上帝的榮耀也顯明在眾山嶺（參：詩一一四 4、6）。這首詩單單挑出黎巴嫩

山和黑門山（第 6 節的「西連」；參：申三 9），這兩座位於迦南北方的高山。

在耶和華面前（暴風雨可以說是上帝的顯現），連巨大的山嶺也變得微不足道。

這些崇山峻嶺超拔於周圍的地貌之上，海拔將近三千英尺（大概相當於台灣北部

陽明山的高度）；它們被戲劇化地描繪為跳躍如牛犢和野牛犢（6 節）。這不能

照字面解釋為地震，而是說，這些大山在暴風雨中也好像在跳動一樣。此外，因

著上帝的能力，黎巴嫩山高大的香柏樹（賽二 13）被閃電擊中，傾倒裂成碎片

（5 節）。 



第 7 節。詩人也許是把打雷和閃電連在一起，令人想到閃電的恐怖。他選擇

北方的山嶺應該也有他特殊的目的，因為迦南人相信這些山嶺是諸神的住所。以

色列的上帝藐視這些神明，祂撼動這些山嶺，使山上的樹木傾倒。祂比迦南人的

任何神明都要偉大。 

3. 上帝的榮耀也顯明在曠野、動物、植物（8-9 節）。「加低斯的曠野」（第 8

節）是指哪個沙漠並不是很確定。有些人認為是指加低斯巴尼亞一帶，接近以色

列的南界。有些學者認為：「這裡提到的沙漠......應該被解讀為一般性的，而不

是具體的哪個沙漠。」（Craigie）「加低斯的曠野」代表一般的沙漠地帶。耶和

華統治萬有，包括廣袤的沙漠。祂的「聲音」在那裏也聽得到。 

從整幅圖畫來看，我們可以想像這是一場帶著閃電雷鳴的暴風雨，從海上（地

中海）出發，進入以色列最北方的黎巴嫩山和西連（黑門山），橫掃過以色列國

境，向南直抵加低斯巴尼亞。以色列百姓在耶路撒冷的聖殿敬拜，看到上帝在暴

風雨中顯明的那令人敬畏的能力，而他們知道，耶和華的聲音比這些更有能力，

更充滿威嚴。耶和華的「聲音」在天上和地上迴響。上帝在天庭的被造物，他們

正確的回應是將榮耀歸給這位大王。在天上的聖殿裏，所有的被造物，無論是天

使還是人，都要呼喊：「榮耀！」（9 節 c）。 

 

C. 耶和華是君王，要賜福給祂的百姓（10-11） 

我們接著看最後的 10-11 節。雖然暴風發怒、山嶺震動，耶和華卻永遠為王。

洪水氾濫之時，耶和華坐著為王（字面直譯：耶和華坐在洪水之上為王），「坐

著為王」暗示祂要制服洪水（巴力）。那坐在寶座上的不是巴力，而是耶和華。 

詩篇不斷地讚美上帝的這種能力：例如，詩篇廿八 8～9 說：耶和華是祂百姓

的力量，又是祂受膏者得救的保障。 求你拯救你的百姓，賜福給你的產業，牧養他們，

扶持他們，直到永遠。 (Psa 28:8-9) 

四十六 1～3： 神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力量，是我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 

所以，地雖改變，山雖搖動到海心， 其中的水雖匉訇翻騰，山雖因海漲而戰抖，我們

也不害怕。(Psa 46:1-3) 

這裏的「洪水」這個字眼，在整本聖經中只在挪亞「洪水」的敘事（創世記

第六～九章）裏出現過。因此，這節經文是在暗示挪亞的洪水——這個歷史性的

審判和救贖的行動。實際上，每一場暴風雨都應該讓我們想起挪亞洪水的審判，

以及上帝在審判中的憐憫。洪水之後的彩虹，也向我們說明了上帝賜人平安的信

息。因此，對上帝的子民來說，在審判的暴風雨中，我們聽到的不是恐怖的聲音，

而是得救的確據。在暴風雨中釋放出來的力量（第 10 節），是要賜給百姓的力

量。 

因此，對屬神的百姓來說，即使在暴風雨中仍然有寧靜。有位神學家

（Brueggemann）將這首詩視為以色列充滿盼望的新生活的基礎。他寫到：「新

秩序要求我們榮耀上帝，但是也要求我們要有能力和才能來重整我們的生活。這

就是我們為什麼必須在地上唱詩、好像在天上唱詩一樣。」藉著禱告和讚美，我



們可以直達上帝的寶座面前，支取祂要從天上澆灌、傾倒下來的能力和祝福。我

們的天父也應許要把祂天上的倉庫打開，賜給我們在地上生活時最需要的兩樣福

分，就是力量和平安。 

上帝藉著洪水拯救祂的百姓。這是要向祂的兒女保證，祂顯明在暴風雨裏的

能力，不是為了要毀滅祂的百姓，而是要摧毀仇敵。祂是與我們立了恩典之約的

上主，祂會區分誰是忠心的義人和不信的惡人。即使在洪水的日子，當祂用祂的

權能毀滅被造世界時，仍要拯救自己的百姓。祂統治著棲息在大地、海洋、山嶺、

草原之上的萬國萬民。因此，萬國萬民理當向祂敬拜。也只有祂才是人最後的避

難所和高台。在祂裏面，我們才有真正的平安。有一位神學家（Weiser）說：「當

我們面對世上種種恐怖的事件，並且要面對這個可怕的事實，即你眼見的宇宙萬

物有一天都要過去——這是所有地上的事物都要面對的威脅——時，人只能在上

帝那裡找到安慰，因為祂是天上永恆的君王。」 

 

IV. 總結與應用 

這首詩篇的主題是上帝在暴風雨中顯明祂的能力，在自然界中彰顯祂的榮

耀。耶和華，我們的上帝，祂的榮耀大有能力。祂能夠而且確實地保護祂的子民。

祂打開天門，釋出祂的保護、祂的勝利、祂的平安，祂一切的祝福。 

這首詩讓我們回想到路加福音第二章的信息：在耶穌基督降生的那晚，主的

榮光四面照著伯利恆的牧羊人，牧羊人就甚懼怕。然而天使卻對他們說：「不要

懼怕！我報給你們的大喜的信息，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裏，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

主基督」。基督就是上帝今天要對我們說的話，基督的十字架是祂顯明祂榮耀的

聲音的所在。在這個大而可畏、震動萬國萬民的聲音當中，我們可以和天使天軍

一同讚美神說：「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神！在地上平安歸與祂所喜悅的人」（路

二13～14）。 

 對上帝的百姓來說，在耶穌基督裏，我們可以聽見上帝的聲音——不是可怕

的聲音，而是恩典憐憫的聲音。上帝的百姓啊，讓我們勇敢地開口，透過我們天

上的大祭司的代禱，向守約施慈愛的上帝禱告，支取祂從天上要傾倒給我們在地

上生活時所需要的一切資源，包括力量和平安，叫我們可以與罪爭戰。祂是我們

的戰士，是帶領我們得勝的。讓我們天天傳揚祂的救恩，讓地上的萬國萬民來到

祂的面前敬拜祂。也讓我們活在詩篇的世界裏，多讀詩篇，多默想詩篇，用詩篇

的思想充滿我們的思想，用詩篇的話來讚美祂。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