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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詩篇卅四篇 

中心思想：得蒙拯救之人的感恩與教導 

經文解釋： 

1～3節：當稱頌耶和華。 

4～7節。詩人的見證和教導。 

11～14 節。智慧的勸勉。 

15～22 節。義人的獎賞。 

 

【前言】 

俗話說，「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人的一生難免遭受一些挫折和困難。

一生順遂，從來沒有遭遇困境的人可以說是鳳毛麟角。即使真有這種人，也難逃

生離死別的痛苦。 

那麼，要如何面對這些人生的磨難呢？世上的小學會告訴你一些面對的方

法。其中一個答案說：要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生命是美好的；決定生命品質的，

不是那些「八九」，而是剩下的「一二」；要懷抱希望；要讓自己確信，你還有

明天，你還有無限的可能。 

另一個答案比較系統化，提出了五種面對逆境的方法：1.保持樂觀；2. 學會

忍耐；3. 懂得堅持； 4. 利用逆境，讓自己成長；5. 更要有信心。人生像攀登

一座大山，是在各種逆境中尋找出路，這是一個學習的過程。我們應當在這過程

中，學習穩定、冷靜，從逆境中找到生機。  

如果你去網路上找，能找到的大概不外乎這些答案，都是鼓勵人要樂觀積

極，戰勝困境。 

在某種程度上，這些觀念可以讓人得到某種激勵。但是，仔細分析起來，我

們不得不問這個問題：你樂觀的信心是從哪裏來的？明天為什麼一定會更好？不

信上帝的人，只能訴諸於人類過去的經驗或是自然法則，但是這是無法確定的，

是沒有絕對保證的。就算真的會否極泰來，然而在面對死亡時，人還是無力招架。

因此，大部分的人只能說服自己，沒有來世的審判，好讓自己在今生可以得過且

過，不去面對死亡。這也是世上的小學真正的問題。他們的眼光只停留在今世，

無法顧及來生。而那些心靈雞湯、自我激勵的書籍，並沒有真正面對自己，因此

也就沒有真正解決問題。 

今天的這段經文，就是要幫助我們對準我們信心的對象，也幫助我們面對自



己的問題。只有對準信心的對象，也認識自己，我們才能找到面對逆境的鑰匙。

我們信心的對象不是人類的總體經驗，不是自然規律，而是上帝藉著祂的僕人大

衛啟示給我們的耶穌基督。我們也只有悔改歸向上帝，祈求祂的幫助，救贖自己

的靈魂，才能智慧地面對人生的難題和困境，做個蒙福之人。 

 

I. 題詞，類型與形式。 

A. 題詞。 

我們先來看這首詩的題詞。在全部150首詩篇裏，共有14首題詞提到大衛的

生平，我們可以根據大衛的一生編排其順序。這是其中的第五首。這首詩的題詞

把詩歌的內容和撒母耳記上廿一10～15記載的大衛生平中的一個事件有關（詩篇

五十六篇也和這事有關）： 

那日大衛起來，躲避掃羅，逃到迦特王亞吉那裡。  亞吉的臣僕對亞吉說：「這不

是以色列國王大衛嗎？那裡的婦女跳舞唱和，不是指著他說『掃羅殺死千千，大衛

殺死萬萬』嗎？」  大衛將這話放在心裡，甚懼怕迦特王亞吉，  就在眾人面前改

變了尋常的舉動，在他們手下假裝瘋癲，在城門的門扇上胡寫亂畫，使唾沫流在鬍

子上。  亞吉對臣僕說：「你們看，這人是瘋子。為什麼帶他到我這裡來呢？  我

豈缺少瘋子，你們帶這人來在我面前瘋癲嗎？這人豈可進我的家呢？」   

 

大衛當時為了躲避掃羅的追殺，逃到了非利士人的迦特城。他在迦特王亞吉

面前，藉著裝瘋，得救脫離險境。詩的題詞說大衛在亞比米勒面前裝瘋，被他趕

出去，就作這詩。不過，撒上廿一10說迦特王是亞吉。一般的解釋是說，「亞比

米勒」有可能是非利士人對他們君王的一種稱呼（亞伯拉罕時期非利士王的名

稱，見創廿～廿一，廿六），就如埃及人稱呼他們的君王為「法老」一樣。 

這是千鈞一髮、驚險的逃脫，但是大衛沒有居功，說他是靠自己的機智，對

未來保持樂觀而脫逃的。他把得救的功勞完全歸給上帝。不過，他也沒有否認信

徒在絕望的處境中要運用他們的智慧，並強調智慧的來源是敬畏耶和華。 

B. 類型。 

這首詩篇屬於感恩詩。典型的感恩詩是見證上帝的美善和能力。詩人在會眾

面前稱頌耶和華，並帶領整個會眾高舉祂的名。大衛在這首詩篇中繼續彈奏卅三

篇的讚美音符，讚美上帝的拯救（1～7 節），然後教導他的百姓學習如何敬畏耶

和華（8～14 節）。他確認耶和華是美善的，會隨時看顧並搭救那些以祂為避難

所的人（15～22 節）。 

由於大衛在 8～14 節所提供的教導類似於箴言的主題，這首詩也有時被歸類

為智慧詩篇。智慧詩篇會反映出箴言書裏的智慧主題，例如對比義人和惡人的道

路，或對比智慧人和愚頑人的道路。智慧的背景也強調實際生活的忠告和指導，

要敬畏耶和華，敬畏神的報應，也聚焦在上帝的訓誨（torah）上。其他的智慧詩

篇包括詩篇一、十九、卅二、卅七、四九、一一二、一一九、一二八等等。 

C. 字母詩 



從形式來看，詩篇卅四篇是一首字母詩（離合詩），與廿五篇在結構上類似。

兩者都省略第 6 個字母（Waw），而在 Tav（倒數第二個字母）後重覆第 17 個字

母（Pey），成為第 22 節。詩篇中其他字母詩還包括：九～十、廿五、卅七、一

一一、一一二、一一九、一四五，一共九篇。 

離合詩有利於背誦。有時候也帶著有個這個主題的教導已經全部得到涵蓋

（from A to Z）的意思（例如一一九是最典型的）。這首詩大概就是屬於前者。 

 

II. 作者：在詩篇裏說話的是誰 

這首詩篇的題詞說這是大衛所作的。在整卷詩篇中，總共有七十三篇的題

詞，把作者歸給大衛，將近一半。題詞沒有說是大衛作的詩篇，新約有兩處也說

是大衛作的，譬如在使徒行傳四章25～26節，引用詩篇第二篇；還有希伯來書四

章7節，引用詩篇九十五篇，都把作者歸給大衛（我們祖宗大衛的口，徒四25；

大衛的書，來四7）。因此，詩篇作為一個整體，是和大衛連在一起的。 

大衛是誰呢？首先，大衛是以色列的君王，如同撒母耳記下廿三章1節所說

的，他是「以色列的美歌者」。他激勵、啟發整個以色列國讚美上帝、歌詠上帝。 

其次，大衛作為君王，也代表他的子民向上帝說話，他是以色列民的代表。

例如，詩篇廿五1：耶和華啊，我的心仰望你。在這裏說話的是誰？很清楚，在

原始情境下，大衛就是那個「我」。不過，這些話只是給大衛的嗎？顯然不是。

大衛把上帝的子民都包括在他的反思當中：「凡遵守祂的約和祂法度的人，耶和

華都以慈愛誠實待他。」(Psa 25:10) 大衛代表自己、代表個人的需要說話，但是

他也是以君王的身分說話的，因此也代表他所有的子民。這提醒我們，詩篇中最

個人性和個體性的詩篇，也是給上帝所有子民的；而且，最國家性、最團體性的

詩篇，也是給每個個人的。所有的詩篇都同時是給個別信徒的，也是給上帝所有

子民的。 

第三，在詩篇裏說話的也是我們的。詩篇不只是給以色列和她的君王向上帝

傾心吐意、抒發情歌的詩歌，也是給所有新約基督徒的。我們必須牢記，身為基

督徒，我們就是承受上帝要給以色列所有產業的後嗣。我們是亞伯拉罕的後裔，

是上帝的以色列。以色列和教會不是完全分隔的群體。教會就是「新以色列」（見

加六16；弗二11～12）。因此，我們可以大聲頌唱詩篇，當作我們的詩歌。詩篇

是我們的立約君王賜給我們的，要給我們默想的，藉此學習如何讚美上帝，向祂

禱告。除非我們完全掌握這點，否則就無法學會如何活在詩篇中。  

最後，我們應該結論說，詩篇不只是以色列的君王、以色列、教會的詩歌，

更是我們偉大的君王，也就是耶穌基督的詩歌。大衛的王權和國度乃是指向那將

要來的耶穌基督，而且在祂身上應驗了。耶穌自己宣告，詩篇都是關於祂的：「這

就是我從前與你們同在之時所告訴你們的話說：摩西的律法、先知的書，和詩篇

上所記的，凡指著我的話都必須應驗。」（路廿四44）因此，個別的基督徒和教

會作為一個身體，可以和詩篇完全地認同。詩篇所傳唱的，就是我們所傳唱的。

因此，上帝的子民啊，讓我們大聲地頌唱詩篇，把詩篇的思想當當作我們的思想。



感謝上帝，祂賜給我們詩篇，並教導我們如何表達我們的情感。 

 

III. 經文闡釋 

由於這是一首字母詩，沒有很清楚的結構。不過，我們可以大致看到有兩個

展開的主題：感恩（1～7）和智慧的教導（8～22）。如果再細分，可以分成四段。

我們會按照這個大綱來看： 

A. 1～3節：當稱頌耶和華。 

B. 4～10節。詩人的見證和教導。 

C. 11～14 節。智慧的勸勉。 

D. 15～22 節。義人的獎賞。 

 

A. 1～3 節。當稱頌耶和華。 

這首詩的一開始是詩人的宣告或是對自己的勉勵（我要時時稱頌耶和

華……），並呼召所有的謙卑人與他聯合，一同加入讚美耶和華的行列（你們和

我當稱耶和華為大……）。從整本聖經的背景來看，你甚至可以說這是一種起誓

或立約。 

1. 第 1 節。我要時時稱頌耶和華，讚美祂的話必常在我口中。 

「稱頌」（bless ָּבַר  [barak]）的意思是說關於某個人的好話。當上帝「賜

福」某人（例如：詩廿九 11），祂是為了這個人的福祉，對他說好話；而當一個

人「稱頌」上帝（例如：詩廿六 12），他是述說關於上帝的恩慈和慷慨的好話（參：

弗一 3）。「時時」（1 節）是指時常、每一次（at all times）。這個觀念類似於使徒

保羅的勸勉，他要信徒常常喜樂，不住地禱告，凡事謝恩（帖前五 16～18a）。

上帝每天都賜下普遍恩典，值得我們感恩。但是詩人在這裏所說的是上帝在我們

生命中行作的奇事，是值得我們一生特別紀念的。 

2. 第 2 節。我的心必因耶和華誇耀，謙卑人聽見就要喜樂。 

「心」的原文是「魂」，是我們感情的所在。大衛彷彿是在教導自己，唯獨

上帝是他可以全心誇耀的理由，以免忘記如此大的救恩。「謙卑人」也可以翻譯

為「困苦的人」，是指那些因為遭到苦難而謙卑下來的人。他們過去是靈裏驕傲

的，如今被降卑。這樣的人就會分享大衛的喜樂。上帝的子民啊，你是否經歷過

上帝大大的拯救？即使我們沒有經歷過奇蹟似的拯救，我們也可以回想上帝在耶

穌基督裏怎樣拯救了我們。我們要時常回想祂的救恩，祂在我們生命中所行的奇

妙工作，以至於我們不會忘記祂的恩惠。 

3. 第 3 節。你們和我當稱耶和華為大。一同高舉祂的名。 

大衛呼召所有的百姓加入對上帝的敬拜。這個呼召背後暗示一種觀念，就是

在敬拜當中，最理想的情形是所有蒙召的子民要同聲合唱，喜樂地讚美祂。這是

詩篇經常出現的呼召，也是上帝對祂百姓的呼召。我們教會不設詩班，因為我們

相信每一個參與敬拜的人都是詩班的成員。我們相信，上帝喜悅這種口唱心和的

合唱。因此，我鼓勵大家，無論你的歌聲如何，在敬拜時要發自心底，大聲地來



歌頌讚美祂。上帝喜悅聽到這樣的歌聲，因為這是祂子民發自心田的讚美之聲。

「稱耶和華為大」，就是述說祂的偉大（參：路一 46）。 

請注意，詩人頌讚的是耶和華的作為。詩人要我們聚焦在上帝身上，而不是

在自己或任何人身上。這種對上帝的讚美是持續一生的，是以上帝為中心的，也

是發自一顆感恩的心。敬拜讚美的目的不是要讓上帝的百姓自我感覺良好，感覺

很爽、很釋放，而是以一種集體的方式承認我們的上帝的偉大。 

有人說，基督徒的一生是在一個苦難的學校中，學習堅忍和耐心。上帝會藉

著各樣的環境來磨練祂的百姓，陶鑄他們的品德。大衛的一生，就是在這個學校

中學習的經歷。詩人的讚美對激勵這種堅忍的美德有很大的幫助。當我們注目仰

望上帝，而不是看著必定會失敗的自己，就會生出力量。 

 

B. 4～10 節。詩人見證上帝的拯救，說明讚美的理由，也呼召百姓要敬

畏耶和華。 

1. 第 4～5 節。4我曾尋求耶和華，他就應允我，救我脫離了一切的恐懼。  5

凡仰望他的，便有光榮；他們的臉必不蒙羞。 

詩人接著說明他為什麼要讚美：他在危難中呼求，上帝就拯救他脫離他所懼

怕的事物（4 節）。「恐懼」（4節）是很強烈的字眼，通常和生命中的恐怖經歷有

關，或是對未知的事感到害怕（參：卅一 13；箴十 24；賽六六 4）。但是在上帝

的「光榮」中，一切的害怕、恐懼、憂鬱、羞恥都會煙消雲散，一掃而空。 

第 5 節，他個人的經歷被放大，變成一種普遍真理，而以歷史的形式表達出

來：凡仰望祂的便有光榮。「仰望」是一種強烈的渴望，熱切地想要得救，如同

在民廿一 9（亞十二 10）。以色列人反抗耶和華和摩西，耶和華神就使火蛇進入

百姓中間，要咬死許多人。上帝吩咐摩西造一條火蛇掛在桿子上。摩西便製造一

條銅蛇，掛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這銅蛇就活了。「他們的臉必不蒙羞」：

不會因盼望破滅而感到絕望。 

2. 第 6～7 節。6 我這困苦人呼求，耶和華便垂聽，救我脫離一切患難。 7 

耶和華的使者在敬畏祂的人四圍安營，搭救他們。 

大衛再次回到個人經歷，談到自己的經驗。這次他是用第三人稱說到「這困

苦人」（6 節，或謙卑人）。他彷彿是置身事外，用第三人稱的方式回顧這個事件，

以便將這個經歷作為全體百姓的經驗。 

第 7 節，詩人再次從具體到概括。他向所有敬虔人保證，「耶和華的使者」

會保護上帝所愛的（7 節）。耶和華的使者也許是間接指耶和華自己，或者是暗

示一群天使（單數名詞作集合名詞用），上帝給他們的任務是保護屬祂的人（5

～6；參：九一 11；創卅二 2；王下六 15～17；太四 5～6）。以利沙也可能是根

據這裏的應許，而確定「與我們同在的，比與他們同在的更多」，以致求神開祂

僕人的眼睛，能見到此異象（王下六 15 以下）。不過，保護和拯救都不是自動

的，因為上帝期望百姓會以「敬畏耶和華」的形式表達出他們對上帝的忠誠，而

不是以對生活恐懼的形式。 



關於「耶和華的使者」我們可以多說一些。這是上帝的代表或傳信者，可以

說是耶和華與以色列先祖之間的中保。這位使者有時候會以神的身份向一些個人

顯現，例如夏甲（創十六 7～12），亞伯拉罕（創廿二 11～18），雅各（創卅一

11～13），摩西（士六 11～22），巴蘭（民廿二 22～35），基甸（士六 11～22），

參孫的父母（士十三 2～22），以利亞（王上十九 5～9；王下一 3～4、15），和

但以理（但六 22）。在所有這些案例中，這位使者都以滿有權柄的方式說教訓人

或鼓勵人的話。傳統的神學家會說這就是道成肉身前的耶穌基督的顯現。在詩篇

的背景裏，這位使者是大衛堅定的保護著，會對抗他所有的仇敵（參：卅五 5～

6）。祂也安營在以色列人周圍。祂是靈，不受空間的限制，因此可以從四面八方

保護他們。這兩處（卅四 7，卅五 5～6）是詩篇唯一提到耶和華使者的地方。 

3. 8～10 節。詩人的呼籲和教導。 
8 你們要嘗嘗主恩的滋味，便知道祂是美善；投靠祂的人有福了！ 9 耶和

華的聖民哪，你們當敬畏祂，因敬畏祂的一無所缺。 10 少壯獅子還缺食忍餓，

但尋求耶和華的甚麼好處都不缺。 

因著耶和華使者的保護，大衛就呼召百姓要以親的經歷來嚐嚐耶和華的恩

惠。這裡既是呼籲，也是教導。因為大衛身為君王，必須承擔起祂百姓的教師和

屬靈領袖的角色（見五一 13）。基於自己的個人經歷，教導百姓敬畏耶和華，是

上帝對敬虔君王的期望的一部分。 

大衛鼓勵人要用各種感官經驗，包括味覺、視覺、聽覺（11 節），盡可能地

完全經歷到上帝，好叫他們可以認識上帝的美善。「嚐嚐」（第 8 節），在舊約裏

經常用它字面的意義，來比喻個人的經歷；新約廣泛地使用這個比喻。例如：嚐

死味（太十六 28；約八 52；來二 9），或嚐嚐上帝的美善（來六 4～5；彼前二 3）。

個人的經歷的確會加深屬靈的知覺或知識，但是我們要提醒自己，不要用我們的

經歷來解釋聖經，這是靈恩派教會常犯的錯誤。「嚐嚐並知道」（8 節）與「敬畏」

（9 節）是互補的。智慧人是藉著「投靠」祂（8 節），也就是通過順服上帝的生

活方式（「敬畏」，9 節）來親「嚐」上帝的美善。（註：因為這點，這首詩被選

為初代教會聖餐時所唱的詩歌。） 

聖徒應當活出聖潔的生活來回應祂的恩慈（利廿 7～8）。請注意聖潔的生活

是以善待他人為特徵的（詩卅四 13～14）。彼得前書使用了這段經文：你們若嘗

過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 (1Pe 2:3) 這裡的「主」是指耶穌說的。這也是新約

的特色，在舊約裏說到耶和華（LORD）的，到了新約都自動變成是指主耶穌基

督。 

「有福的人」（ֶּגֶבר）（8節）見詩一 1。雖然希伯來文這個詞可以籠統翻譯為

「人」，但最常見的意思是「戰士」或「勇士」。這會特別令人驚訝，勇士也會投

靠耶和華，以祂為避難所。 

那些「敬畏」祂的人是有福的人，因為他們會一無所缺（參：廿三 1）。聖

民（詩三四 9），或聖徒，是上帝已經分別為聖歸祂自己的人，即祂的百姓。聖

徒活在世上永遠有一個誘惑，就是當我們看到不信神的人用盡一切辦法去求取功



名富貴而顯得成功時，我們也會因為想要逃避窮苦而去模仿他們，因而忘了我們

的身份，走上不敬虔的道路。但是大衛在這裏作見證，上帝會眷顧敬畏祂的人，

因此聖徒會一無所缺。這和主耶穌基督在太六 25～34 的教導是一致的，「要先求

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太六 33）。 

詩人再三鼓勵人要敬虔（10 節），要投靠祂、敬畏祂、尋求祂。他提供了一

個適切的例子，把尋求耶和華的人和少壯獅子（也許是比喻富有的人或強壯的

人？）拿來對比。少壯獅子是靠他們自己的力量去覓食，卻往往會因缺少食物而

遭飢餓之苦。但是那些不靠自己，只尋求耶和華的人卻不會受任何缺乏之苦。我

們是否有像大衛一樣的經歷和信心呢？ 

 

C. 11～14 節。智慧的勸勉：要敬畏耶和華。 

第一大段落結束，第二大段採用了教導的口吻。這段教導可以和卅二1～11

比較，會發現它們教導的內容很接近。詩篇裡面有許多智慧的教導，因此保羅在

歌羅西書三章16節說：「當用各樣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豐豐富富的存在心裡，

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教導，互相勸戒，心被恩感，歌頌神。」  

1. 11 節。11 眾弟子啊，你們當來聽我的話！我要將敬畏耶和華的道教訓你

們。身為君王，大衛對國家負有屬靈的責任（申十七 18～20），要成為忠心跟隨

耶和華的榜樣。在這個職位上，他很清楚他有教師的職責。眾弟子是指未成年或

還不成熟的兒女，有如箴言一 8 的「我兒」。在智慧文學裏，哲人的學生通常會

被稱為「眾子」或「眾兒女」（11 節；參：箴一 8，四 1）。這是一個嫻熟於耶和

華道路的教師，溫柔地勸勉眾人。在智慧學校裏上的第一課是「敬畏耶和華」（11

節；參：9～10；箴一 7）；敬畏耶和華則表現在順服祂的道路。 

2. 12～14節。12 有何人喜好存活，愛慕長壽，得享美福， 13 就要禁止舌

頭不出惡言，嘴唇不說詭詐的話。 14 要離惡行善，尋求和睦，一心追趕。 

詩人預設所有的人都喜愛生命，愛慕長壽，享受美福，但是卻往往用錯方法，

也克制不住自己邪惡的心。這最容易表現在我們的舌頭上。基督徒的成聖過程，

要學習遵行上帝的旨意。我們必須在正直的言語還是欺騙（13 節；參：耶四 2），

要行善還是行惡（14 節；參：卅七 3，27），要追求和睦還是到處惹麻煩（14、

17 節；參：羅十四 19；來十二 14）之間作選擇。而這個成聖的過程就是唐牧師

所說，要順著聖靈，還是順著肉體的過程。 

這段經文提醒我們不出惡言，不說詭詐的話。正如雅各書三 2 教導的，人要

極力防避舌頭的過失。 

在第14節，在所有的善行裏，和睦被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上。我們不僅不可消

極地破壞和平，更要積極尋求和睦，像獵人追趕最好的獵物一樣。弟兄姐妹們，

我知道這不是一件易事，我們也往往會逞一時的口舌之快，把好不容易建立起來

的在教會中彼此的信任完全破壞掉。因此使徒保羅在羅十四19也教導我們（另參

來十二14），「務要追求和睦的事與彼此建立德行的事」。願我們都立志做個和

平之子，尋求與人和睦。 



彼前三 10～12 節也使用這段經文（卅四 12～16）來總結基督徒理想的品德。

因為經上說：人若愛生命，願享美福，須要禁止舌頭不出惡言，嘴唇不說詭詐的話；  也

要離惡行善；尋求和睦，一心追趕。  因為，主的眼看顧義人；主的耳聽他們的祈禱。

惟有行惡的人，主向他們變臉。 

 

D. 15～22 節。義人的獎賞。 

最後一段以智慧書的方式，概括說到上主如何眷顧祂忠心的百姓。他提到義

人得獎賞和惡人受刑罰的對比，勸告百姓要敬畏上帝。智慧的獎賞是在今生就可

以享受到的美福（12 節），因為上帝會賜福給那些尋求祂的人（8～10 節）。 

1. 15～18 節。 
15 耶和華的眼目看顧義人；祂的耳朵聽他們的呼求。 16 耶和華向行惡的人

變臉，要從世上除滅他們的名號。 17 義人呼求，耶和華聽見了，便救他們脫離

一切患難。 18 耶和華靠近傷心的人，拯救靈性痛悔的人。 

耶和華的眼目。連續三篇詩篇說到耶和華的眼目看顧祂的子民（卅二 8、卅

三 18，和這裏）。祂會看顧他們，回應他們的需要（15 節）。耶和華的「耳朵」

（15）也聽義人（17節）的呼求。祂會眷顧他們，保護他們，應允他們的禱告，

拯救他們脫離患難。 

17 節和第 5 節的句法結構很類似。這裏說的是對自己感到絕望的心靈，發

自內心深處的呼喊。對這樣的人，上帝會聽他們的呼求。這和世上小學的教導，

人要有自信，要自我激勵，是完全不同的。 

對那些信靠祂的人來說，耶和華的面是榮美的，他們會想尋求上帝的面，意

思是與上帝有最親密的交往。相對於看顧義人，上帝對惡人的態度卻是向他們「變

臉」（參：八十 19），以至於他們會被完全除滅（16 節）。這與以賽亞書在廿六章

14 節宣告惡人的命運是一致的：神要「刑罰他們，毀滅他們，他們的名號就全

然消滅。」 

「傷心的人」，是指那些原本以自我為中心的人（這種人的生活都是以愛自

己為出發點，眼中都只看到自己），在他內心的最深處感到破碎。 

「靈性痛悔」的人，因著悲慘的經歷而悔改；他們自覺的驕傲在過去把自己

高抬到一個虛假的顯赫地位，如今已經被上帝征服，徹底地謙卑下來。耶和華靠

近這樣的人，祂保存他們，使他們不會絕望。在舊人的廢墟上，上帝樂意興起一

個新生命，並且彌補他們一切的缺乏；他們也能領受、渴望救恩。祂使他們與救

恩有分。這就是馬太福音裏講的天國子民的特性，是一個虛心的人，靈性破產的

人，哀慟的人，捨己的人。只有徹底破碎自己，把自己完全交給上帝，才能真認

識上帝的美善，也能得到上帝要賜給我們的福分。 

2. 19～22 節。 
19 義人多有苦難，但耶和華救他脫離這一切， 20 又保全他一身的骨頭，連

一根也不折斷。 21 惡必害死惡人；恨惡義人的，必被定罪。 22 耶和華救贖祂僕

人的靈魂；凡投靠祂的，必不至定罪。 



詩人對生活的描繪是非常實際的。義人無法完全逃避苦難。但是智慧之道向

那些行在其中的人保證，即使當他們「多有苦難」（19）之時，上帝仍然與他們

同在（15、17）。他們雖然會經歷許多磨難，但是他們不需要害怕，因為他們不

是孤單的，耶和華會拯救屬祂的人。 

上帝應許，義人會得到最特別的護理：「保全他一身的骨頭，連一根也不折

斷。」「骨頭」是人最裏面的結構，因此「一身的骨頭」代表大衛的整個人。這

是一個生動的比喻，表示上帝會保護他，使他不會與上帝的愛隔絕，也不會變成

壓迫者的笑柄。 

我們會記得這些話在基督身上完全按照字面應驗了；約翰福音十九 33～37

所引用的，有可能是引用這篇詩篇或來自出埃及記十二 46。那裏說到逾越節的

羔羊被殺時，羊羔的骨頭一根也不可折斷，如此就把耶穌和上帝的羔羊連了起來

（約一 29、36；參：林前五 7；彼前一 19）。 

耶穌不只是逾越節的羔羊，更是受苦的義人的預表。耶穌所受的苦，預表了

義人所要經歷的一切苦難，而上帝會為他們伸冤。我們知道，聖殿的獻祭是預表

耶穌代替百姓受死；整個以色列歷史和大衛的歷史也在耶穌基督身上應驗了。不

僅如此，祂的受苦，也是預表所有義人的經歷。在最絕對的意義上，祂就是那義

人，所有賜給義人的應許也都在祂身上應驗了。屬基督的人，在一個意義上，已

經完全經歷過這些苦難了，因此我們可以安息在主耶穌基督裏面，輕看世上的苦

難。上帝的子民必須記得，人生的最後評價並不是在地上的。我們的眼目不像世

人，只看到今世。 

保羅在羅馬書第八章對這個真理作了最佳的應用，他在 35～39 節說到：「誰

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難道是患難嗎？是困苦嗎？是逼迫嗎？是飢餓

嗎？是赤身露體嗎？是危險嗎？是刀劍嗎？  如經上所記：我們為你的緣故終日

被殺；人看我們如將宰的羊。  然而，靠著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

勝有餘了。  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權的，是有能的，是現

在的事，是將來的事，  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

與神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的。 」當我們面對人生的試煉時，

願我們都能記得這個應許。 

最後兩節。惡會害死惡人。不敬畏上帝的人，想用自己的辦法活在上帝的國

度裏，必然要遭到上帝律法的審判。而恨惡義人的，必被定罪。這正是亞伯拉罕

之約的應許：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創十二 3）。相反，耶和華救贖祂僕人

的靈魂；凡投靠祂的，必不至定罪。敬虔人必定會經歷到上帝的信實。凡投靠祂

的（8、22），必不會被定罪（22），必不會滅亡。這節經文，惟有在福音裏才會

體現出其完整的意義。基督徒可以存著更深刻的感恩，來回應這篇詩篇所傳遞的

喜樂的情境。我們的靈魂已經蒙恩得救，也要繼續經歷不致定罪的恩典。 

這是這段經文給我們最大的安慰。願主賜福大家。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