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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灣聖徒改革宗長老會－主日信息 
 

基督裡合⼀的教會 
The Church United in Christ 

詩篇 Psalm 133  
 

唐興 
1/1/2017 

 
前⾔ 

神把成形的「特殊啟⽰」就是這本聖經，交給祂的教會。這裏⾯有關於祂的知識，

是超出世界上所有的知識（⾃然啟⽰：⼤⾃然、科學、歷史和⽂化、宗教和哲學）

所無法理解的。除了真理的聖靈在⼈內⼼運⾏賜下亮光，否則⼈的聰明智慧和學識

是無法理解關於神的知識的。 

 

神不但賜給祂的教會這本聖經，在這本聖經裡⾯還包括了⼀個詩歌本：就是「詩

篇」。神要祂的百姓⽤神所啟⽰/默⽰的詩歌來敬拜祂。因為這裡⾯有豐富的「特

殊啟⽰」，有豐富的關於基督的啟⽰。雖然耶穌這個名字沒有出現在裡⾯，但是每

⼀篇詩篇都是在講基督和基督的⼯作，如果我們正確地讀詩篇的話。 

 

這就是為什麼使徒保羅在歌羅西書 3:16 說：「要把基督的話豐豐富富地存在心裡：

用各樣的智慧教導並且互相勸戒；用屬靈的詩章、頌詞、歌曲，帶著感恩，用你的

心歌頌神。（另譯。詩章、頌詞、歌曲是《詩篇》的同義字，保羅⽤舊約詩篇中的

三個同義字來強調唱《詩篇》） 

 

這裡是在教導我們如何把「基督的話」豐富地存在⼼裡：教導勸戒，和唱《詩篇》，

⽽且要把其中的「特殊啟⽰」，神所默⽰的關於基督和基督的⼯作的真理解釋清楚，

正確地解釋詩篇裡⾯的真理。每當我們唱的時候，不只是在字⾯上唱，⽽是在思想

神的啟⽰，思想基督和祂的⼯作。這就是在真理中敬拜神的真正意義︔「在聖靈中，

就是在真理中敬拜神」（約 4:23 另譯）的實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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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詩篇 133 的關鍵： 

1）「兄弟和睦同居」「兄弟⼀同居住/居住」「兄弟合⼀居住」真正意思是什麼︖ 

2）「亞倫頭上的油」和「⿊⾨山的⽢露」與「合⼀」有什麼關係︖它們代表什麼︖ 

3）「錫安山」的意義是什麼︖ 

 

背景 

 

「上⾏之詩」與敬拜有關。⾸先，我們看到詩篇 133 的標題是「上⾏之詩」（在以

⾊列⼈第⼆聖殿時期所編輯的《詩篇》分為 5 卷書：1:41︔42-72︔73-89︔90-106︔

107-150，上⾏之詩是第五卷的⼀部分。）120-134 篇的標題都是「上⾏之詩」。這

15 篇詩篇中，有 4 篇⼤衛的詩（122，124，131，133）和⼀篇所羅⾨的詩篇

（127），以及⼀篇特別提到被擄歸回的詩篇（126）。這 15 篇的詩篇是與以⾊列

⼈每⼀年 3 次節⽇（出 23:14-17︔利 23:4-22，33-43︔民 28:16-31︔29:12-39︔申

16:16 的除酵節、5/6 ⽉的七七節、9 ⽉住棚節）到耶路撒冷敬拜有關。在這三個節

⽇，以⾊列⼈合⼀的來到聖殿，唱著詩篇敬拜，感謝神從埃及把他們帶出來（民

2）。這 15 篇詩與快要到達耶路撒冷聖殿的前⾯的 15 個台階有關。⼀篇詩代表⼀

個台階，越後⾯的詩篇越接近聖殿。並且這些詩篇都比較短，適合朝聖的時候吟唱，

所以又被稱為是「朝聖詩篇」（Pilgrim psalms）。 

 

「上⾏之詩」與第⼆聖殿的敬拜。許多學者認為這些詩篇被編輯在⼀起是與以⾊列

⼈被擄歸回到聖殿敬拜的經歷有關（詩 137：坐在巴比倫的河邊，想到錫安⽽哭泣︔

詩 126：耶和華將那些被擄的帶回錫安的時候），並且這 15 篇詩中沒有提到君王，

⽽是多次提到「錫安」和「耶路撒冷」。⽽⼤衛的詩篇又與⼤衛作王的背景有關。 

 

詩篇 133 與⼤衛作王國度合⼀。當然，那些⼤衛所著的詩篇也適合⼤衛當時的背景，

詩篇 133 篇，是講到以⾊列⼈各個⽀派順服在⼤衛的王權，擁⽴他作王時候的光景

（撒下 5:1-5︔代上 12:38-40)，⼀直到他們在所羅⾨王的聖殿敬拜領受神的祝福。 

這個光景，出現在⼤衛國度合⼀的時期，也出現在被擄歸回的時期（拉 3:1 那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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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如同⼀⼈，恢復敬拜開始建殿︔尼 8:1ff 那時他們如同⼀⼈，以斯拉向百姓宣讀

律法書，以⾊列⼈公開作認罪禱告，開⼜稱頌耶和華 ）。 

 

中⼼信息 

神在基督裡藉著真理的聖靈使屬天的教會得著合⼀的祝福 

 

這個詩篇有幾個要點是解釋的關鍵： 

 

詩篇 133 的⽤了三個圖像，提供了我們「神的國度/教會合⼀」的三個要點： 

1）第 1 節：合⼀的光景和圖象：弟兄的合⼀同居 

2）第 2 節：合⼀的源頭和能⼒：膏油⽢露的比喻 

3）第 3 節：合⼀的地⽅和結局：屬天教會的祝福 

 

經⽂解釋 

1. 合一的「光景和圖像象」：1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地善，何等地美！ 
ים ַּגם־ָיַֽחד׃ ֶבת ַאִח֣  ִהֵּנ֣ה ַמה־ּ֭ט9ב ּוַמה־ָּנִע֑ים ֶׁש֖

看哪，何等地善，何等地美，弟兄真是合⼀同居！（按希伯來⽂直譯） 

1a-看哪。這裏的「看哪」，是詩人在描述一幅圖像：「弟兄和睦同居」。所以，

「和睦同居」不能僅從字⾯上的意思來了解。經⽂的意思要比和睦相處，沒有爭吵

的意思更深。這裏所講的不是表⾯的和睦相處，⽽是指在「敬拜和真理上的合⼀」，

以敬拜和真理的合⼀為基礎的合⼀。 

 

1b-「弟兄和睦同居」的意思。原⽂沒有「和睦」這兩個字。原⽂是「合⼀」[יַ֫חַד]

（yachad）英⽂翻譯為 unity。這裏的「居」是居住坐席的意思。 

 

1b1-「居住」是敬拜的意思。詩 27:4 和詩 140：13(正直⼈必住在你⾯前)-也⽤「住

/坐」[יָשַׁב]這個字，來表⽰在聖殿裡神的同在中的敬拜。 

詩 27:4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華，我仍要尋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

殿中，瞻仰他的榮美，在他的殿裏求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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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這個字在這裏是「敬拜神」的意思。詩篇 133 是朝聖詩篇，是朝聖者到聖殿

敬拜神的時候所唱的詩篇。因此，「弟兄合⼀同居」是與以⾊列 12 個⽀派和分散

各處的百姓，聚集在⼀起，在耶路撒冷⼀同按照神所命令的形式敬拜神。 

希伯來⽂的「合⼀」這個字前⾯有⼀個強調詞：「ּגַם」(gam)。強調真正的「合⼀

敬拜」。「合⼀敬拜」代表兩個意思：外在的形式和內在的實質。 

 

外在的敬拜形式表達了內在的實質。舊約為什麼強調外在的敬拜形式的原因是：敬

拜的外在形式傳達了神的真理，教導了基督和基督的⼯作。舊約所有的外在的敬拜

系統：各種獻祭、禮儀、祭司、聖殿…都蘊含了關於基督救恩的真理。所以，舊約

的教會就是在真理中敬拜神的。教會從舊約到新約都是在真理中敬拜神（約 4:23-

24），從來都沒有改變。只是真理的啟⽰到了新約變得更豐富，更成熟了，所以不

需要按照舊約孩童時期教會的模式來敬拜。但是，在真理中敬拜的實質是不能改變

的。 

 

1c-結論：第 1 節經⽂的圖像是：敬拜的合⼀彰顯了「神國度的合⼀」，也就是

「教會的合⼀」。他們⼀同來到神的聖殿，按照神的律法敬拜神。原來分裂的、分

散的國度，合⼀地按照神地律法，在神的同在中敬拜神。 

⼤衛寫這篇詩的背景，是以⾊列各⽀派⼀同合⼀的⽴⼤衛為王的時候。它們⼀同坐

席，⼀同歡樂。那是⼀個在神所設⽴的君王下的合⼀。 

代上12:38 

38 以上都是能守行伍的戰士，他們都誠心來到希伯崙，要立大衛作以色列的王。

以色列其餘的人也都一心要立大衛作王。39 他們在那裏三日，與大衛一同吃喝，

因為他們的族弟兄給他們預備了。40 靠近他們的人以及以薩迦、西布倫、拿弗他

利人將許多麵餅、無花果餅、乾葡萄、酒、油，用驢、駱駝、騾子、牛馱來，又帶

了許多的牛和羊來，因為以色列人甚是歡樂。 

 

1ca-救贖歷史中「教會合一」的進程。⼤衛看到「教會的合⼀」的啟⽰，做了這⾸

詩描述合⼀的光景。他在聖靈的感動默⽰之下，回看救贖的歷史，看到（在思想裡

理解到）以⾊列⼈在西奈山到時候所經歷的合⼀的圖像。那時候，以⾊列⼈被神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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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救出來，在西奈山頒布律法，建造會幕，正式成為「合⼀的國度」。⽽這個救

贖歷史的⾥程碑的最⾼點就是⼤祭司亞倫受膏抹的事件。那時，神的榮光充滿了會

幕。於是，以⾊列⼈開始起⾏，在雲柱⽕柱（神的顯現）的帶領下往應許地邁進。 

34 當時，雲彩遮蓋會幕，耶和華的榮光就充滿了帳幕。35 摩西不能進會幕；因

為雲彩停在其上，並且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帳幕。36 每逢雲彩從帳幕收上去，以

色列人就起程前往；37 雲彩若不收上去，他們就不起程，直等到雲彩收上去。38 

日間，耶和華的雲彩是在帳幕以上；夜間，雲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

們所行的路上都是這樣。 
 

1cb-大衛知道他被擁立為王，是救贖歷史進程的另外⼀個⾥程碑：神的百姓在神所

設⽴的君王的統治下再次成為「合⼀的國度」。以⾊列百姓在⼤衛和他的兒⼦所羅

⾨王的統治下，建造了「聖殿」，設⽴了祭司敬拜系統，在⼤衛的領導下著作了敬

拜詩篇。以⾊列⼈的確在敬拜和真理上合⼀了。 
 

1cc-以色列人的「被擄歸回」，是救贖歷史的下⼀個⾥程碑。神使他們建造第⼆聖

殿，編輯我們現在聖經中的《詩篇》，並且按照⼤衛的敬拜⽅式，合⼀的敬拜神。

尼希⽶記和以斯拉書告訴我們，以⾊列⼈聚集在⼀起，聽以斯拉講解聖經，他們

「如同⼀⼈」（尼 3:1︔拉 8:1-3）︔他們合⼀的在真理中敬拜神。 
 

1cd-新約教會的合一。西奈山的會幕敬拜，⼤衛和所羅⾨的聖殿敬拜，被擄歸回的

第⼆聖殿敬拜，都是地上以⾊列國度合⼀的真實歷史。這些歷史的事件是在描述、

說明、預表新約「耶穌基督國度的合⼀敬拜」。⼤祭司亞倫在地上的西奈山受膏抹，

預表⼤祭司基督在天上的錫安山受膏抹。 
 

從舊約到新約，神的國度/神的教會合⼀的源頭和能⼒是出於耶穌基督。也就是第

2 節到 3 節前半的經⽂要說明的。  

 

2. 合一的源頭和能力：2 這好比那貴重的油澆在亞倫的頭上，流到鬍鬚，又流到

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門的甘露降在錫安山（和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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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כַשֶּׁ֤מֶן הַּטֹ֨וב׀ עַל־הָֹר֗אׁש יֵֹר֗ד עַֽל־הַּזָָק֥ן 
        מִּדֹותָֽיו׃ עַל־ּפִּי שֶּׁ֝יֵֹר֗ד זְַקֽן־אַהֲֹר֑ן

֮  ־ֶחְר֗מ9ןְּכַטל3 י  ֶׁשֹּיֵרד ּ֥י9ןַעל־ַהְרֵר֪  ִצ֫
像「貴重的膏油」在頭上，流到鬍鬚 
       從亞倫的鬍鬚，流到領口，到衣襟 
像「⿊⾨山⽢露」，流到眾錫安山 

 

2a-經文的平行對稱結構。我們必須要把 2 節和 3 節前半段的經⽂看為是⼀個整體

的敘述。這個敘述以兩個圖像來說明「神國度/教會的合⼀」：亞倫頭上的膏油，

⿊⾨山上的⽢露。希伯來⽂的經⽂有明顯的對稱結構。 

直接的翻譯是：「像頭上膏油，流到鬍鬚」，與「像⿊⾨山⽢露，降到眾錫安山」

是平⾏對稱的。「流到」[יֵֹר֗ד]和「降到」[֮שֶּׁיֵֹרד]是同⼀個字[יַָרד] (yalad) 。 
 

這兩段對稱經⽂的中間是：「從亞倫的鬍鬚，流到領⼜，到他的衣襟」。因此，這

是經⽂的中⼼思想。「大祭司受膏抹」是合一的源頭，膏油/聖靈的降下是合一的

能力。 

 

2a-貴重的油是指「真理的聖靈」。希伯來原⽂是：「好的」油，與創世記神創造

天地所⽤的字「好的」（創 1:4，10，18…）是同⼀個字。這節經⽂是要把讀者帶

到⼤祭司亞倫受膏抹的背景：出 30:22-33，講到製作此「膏油」所規定的成分（帶

有⾹氣的油：沒藥、⾹⾁桂，菖蒲、桂⽪、橄欖油），和規定要被膏抹作為祭司的

⼈。31 節說：你要對以色列人說：『這油，我要世世代代以為聖膏油。32 不可倒

在別人的身上，也不可按這調和之法做與此相似的。這膏油是聖的，你們也要以為

聖。33 凡調和與此相似的，或將這膏膏在別人身上的，這人要從民中剪除。』」 

在出埃及記 40 章，摩西按照神的指⽰⽴起帳幕（按照神的啟⽰的樣式造的），安

放了帳幕內的器具，把祭壇、洗濯盆、帳幕和其中所有的器具都抹上膏油，使它們

成聖（分別為神所⽤），然後… 

出 40:12 

12 要使亞倫和他兒子到會幕門口來，用水洗身。13 要給亞倫穿上聖衣，又膏他，

使他成聖，可以給我供祭司的職分；14 又要使他兒子來，給他們穿上內袍。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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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膏他們的父親，也要照樣膏他們，使他們給我供祭司的職分。他們世世代代凡

受膏的，就永遠當祭司的職任。」 

 

我們知道地上的⼤祭司亞倫是「天上⼤祭司耶穌基督」的預表︔貴重的膏油是「真

理聖靈」的預表。貴重的聖膏油是帶有⾹氣的，預表真理的聖靈是帶著「“關於基

督的知識”所發出的馨⾹之氣」（the fragrance of the knowledge of Christ）。 

 

基督在天上成為⼤祭司，神把使應許的無限量的聖靈從天上降下臨到地上的教會－

基督的身體。使徒⾏傳所描寫的光景，就是⼤祭司受聖靈的膏抹，聖靈從⼤祭司的

頭，流到衣襟的圖像。基督在天上受膏抹，聖靈從天降下。從各地來的猶太⼈和外

邦⼈合⼀的敬拜神。這是救贖歷史進程的最⾼點的⾥程碑：教會在基督裡藉著聖靈

領受合⼀的祝福。 

 

五旬節是最⾼點，但不是終極點。五旬節就像西奈山⽴起會幕的時候⼀樣，基督建

⽴了教會設⽴了敬拜的規範，開始在聖靈的引導下起⾏。最終極的合⼀就是保羅在

羅⾺書 11 章講的「等到外邦⼈的數⽬添滿，以⾊列全家都要得救」的時候（羅

11:25-26）。 

 

保羅在以弗所書 4 章，講到了「基督裡教會合⼀」在五旬節後，到終極完成之間的

光景： 

弗4:1-4；11-16 

1 我為主被囚的勸你們：既然蒙召，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2 凡事謙虛、

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3 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

的心。4 身體只有一個，聖靈只有一個，正如你們蒙召同有一個指望。 

 

這裡講到在「基督裡的合⼀」是聖靈的⼯作，也是基督裡的聖徒的責任。這裡的

「身體」是指基督的身體，就是教會。聖靈的⼯作是教會的合⼀。 

 
11 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12 為要成全聖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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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13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原文：信心）上同歸於

一，認識上帝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14 使我們不再作小

孩子，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被一切異教之風搖動，飄來飄去，就隨從各樣

的異端；15 惟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16 全身都靠他聯絡得

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

自己。 

 

13 節另譯：直到我們眾⼈在「信⼼」和「認識神兒⼦的真知識」(the real 

knowledge of the Son of God)上達到「合⼀」，得以長⼤成⼈，達到基督豐滿的身

量。[εἰς τὴν ἑνότητα τῆς πίστεως καὶ τῆς ἐπιγνώσεως τοῦ υἱοῦ τοῦ θεοῦ]	

 
所以，我們看到合一的源頭是大祭司基督，合一的能力是真理的聖靈。「黑門山的
甘露」所象徵的就是「真理的聖靈」。 

 

賽 26:19   

死人要復活，屍首要興起。睡在塵埃的啊，要醒起歌唱！因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

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來。 

 

從天上降下的「⽢露」滋養了樹⽊，如同天上⼤祭司受膏抹，降下的貴重膏油，就

是真理的聖靈⽤「關於基督的知識」滋養教會的聖徒。⽽關於基督的知識，是那些

基督升上⾼天賜下恩賜的那些使徒、先知、傳福⾳的，以及牧師和教師，所傳講教

導的「神兒⼦的真知識」the real knowledge of the Son of God。 

今天，坐在⽗神右邊的天上的⼤祭司耶穌基督，仍然繼續這樣的職事，藉著從天⽽

降的聖靈的運⾏，透過教導「神兒⼦的真知識」使教會合⼀。 

 

我們會發現「合⼀的教會」在地上⼀直是在建造中的狀態，無論是舊約時期、新約

時期到今天，在地上的教會多處在還沒合⼀的光景中，許多的合⼀是⼀個瞬間的影

像，無論是西奈山時期、⼤衛所羅⾨時期、歸回重建時期、五旬節時期、宗教改⾰

時期…都是短暫的合⼀，不完全的合⼀。實際上，今天沒有在「真理合⼀」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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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真理和敬拜上合⼀」的教會⼀直都在天上。這就是第 3 節半段講的：因為「在

那裡」[ם  。（sham）[ָׁש֨

 

3. 合一的地方和結局：因為「在那裏」有耶和華所命定的福，就是永遠的生命。 

י     םִּכ֤ ים ַהְּבָרָכ֑הְי֭הָוה ֶאת־ ִצָּו֣ה׀ ָׁש֨ ִּי֗ ם׃ ַח֝  ַעד־ָהע9ָלֽ
「在那裡」[ם 是指「錫安山」有神所命定的永⽣的祝福。錫安山是比 （sham）[ָׁש֨

耶路撒冷還要⾼的山。希伯來書 12 章，指出「錫安山」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天

上的教會，屬天的教會。 

 

來 12:22 你們乃是來到錫安山，永生上帝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裏有千

萬的天使，23 有名錄在天上諸長子之會所共聚的總會，有審判眾人的上帝和 被

成全之義人的靈魂，24 並新約的中保耶穌，以及所灑的血；這血所說的比亞伯的

血所說的更美。 

 

3a-天上的錫安山是合一的教會。這不是將來，這是現在的光景和圖像：合⼀的教

會，在真理和敬拜上合⼀的教會：有天使、眾聖徒和⼤祭司耶穌基督。那裡有得著

永⽣的眾聖徒和新約的中保基督。天上的教會⼀直都是合⼀的，希伯來書中所講的

那些圍繞在我們四周如彩雲般的⾒證⼈，他們都在那裡。當我們在地上的耶路撒冷，

地上的教會，靠著信⼼，在真理中合⼀的敬拜神的時候，我們事實上就在天上的錫

安山與他們⼀同合⼀了。 

 

但是，⼤衛在這裡⽤的「錫安山」是多數的名詞：「許多的錫安山」、「眾多的錫

安山」。⼤衛所看到的是當地上的教會雖然還沒有彰顯完全的合⼀，但是當他們在

各地，在真理中敬拜神的時候，他們就是屬天的教會，他們就是和天上的聖徒⼀同

在新約的中保耶穌的帶領下，合⼀的敬拜神。 

 

看到了嗎︖這就是詩篇 133 所要傳達的信息和圖像。這就是教會合⼀的光景和圖像：

神在基督裡藉著聖靈使天上地下的教會在真理和敬拜上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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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書解釋描述了詩篇 133 的「錫安山」，在「那裡」的合⼀敬拜。當我們以信

⼼，在真理，在基督的真知識中敬拜的時候，我們雖然在地上，卻領受了⿊⾨山的

⽢露，參與天上的錫安山合⼀的敬拜，成為在基督裡合⼀的教會。 

 
結論：詩篇 133 向我們啟示了教會合一的祝福。教會合一是神在基督裡藉著真理
的聖靈使神的百姓有合一的敬拜神，這樣地上的眾教會就得著真理聖靈的滋養，並
且與天上的教會在基督裡合而為一了。 

 

應⽤： 

如何追求教會的合⼀︖ 

以弗所書 4 章告訴我們⼀條路 

1. 努⼒在「信⼼」和「基督的知識」上建⽴⾃⼰，謙卑地受教、領受教導。 

2. 1 我為主被囚的勸你們：既然蒙召，⾏事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2 凡事

謙虛、溫柔、忍耐，⽤愛⼼互相寬容，3 ⽤和平彼此聯絡，竭⼒保守聖靈所

賜合⽽為⼀的⼼。4 身體只有⼀個，聖靈只有⼀個，正如你們蒙召同有⼀個

指望。5 ⼀主，⼀信，⼀洗，6 ⼀上帝，就是眾⼈的⽗，超乎眾⼈之上，貫

乎眾⼈之中，也住在眾⼈之內。 

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