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司布真的大都會會幕堂

（Metropol i tan Tabernacle）會
友中，有一位帕斯莫爾（Joseph 
P a s s m o r e）先生（他是里彭
〔Rippon〕博士——司布真的新公
園街浸信會著名的前任牧師——的

親戚），他和阿拉巴斯特（James 
Alabaster）先生（也是基督徒，但
不屬於浸信會）都在出版業。

當年輕的司布真首次去新公園

街浸信會講道之時，帕斯莫爾在那

裡，並陪他走回他的旅店。從此發

展出四十多年的友情和同工。

當阿拉巴斯特和帕斯莫爾看到

出版司布真作品在屬靈和事業兩方

面上的益處時，他們就開始出版司

布真的書，銷售數量遠超過每個主

日上午和傍晚在大都會會幕堂聚會

的六千位聽眾。他們很快就得搬到

一個更大的辦公室，來應付「應接

不暇的訂單」。有一陣子，在司布真

名下所出版的書有一百五十多本。

然而，《大衛寶庫》的初版

並非帕斯莫爾和阿拉巴斯特所出的

一套七冊。它一開始是刊登在他們

所印、由司布真主編的月刊《劍與

鏟》（The Sword and the Trowel）

上。這本雜誌於1865年出刊，並在
創刊號中收錄了司布真對詩篇的第

一個註解。這樣持續了二十幾年，

直到整本詩篇一百五十篇都被詮

釋。以書的形式出版，七冊的第一

冊是在1869年發行的。
儘管用「他最偉大的著作」

或「他的集大成之作」這種說法來

形容，這套書並不完全是司布真

自己的功勞。在他準備講道的時

候，他的秘書會幫他查考聖經註

解、清教徒和其他釋經學者的著

作，所以有很多朋友幫助他完成

對詩篇的詮釋。有些人是已經讀

完神學的牧者，像羅傑斯（George 
R o g e r s）——屬公理會，是牧師
學院（Pastors’ College）的首任校
長——幫忙作編輯的工作。司布真

的朋友和助手計思（John L. Keys）
是最重要的幫手，他從大英博物館

和威廉斯博士圖書館（Dr. William’s 
Library）收集各種資料。司布真在
第一冊的自序中感謝他這些助手，

在後續出版的書中也都提及。

這套書籍所耗用的時間和嚴謹

度，從下述事實可見一斑。儘管他

從1865年開始執筆，三年之後他才

寫到詩篇三十六篇。

這本註釋書的編排如下：首

先是對詩篇論述的一個簡短綱要

（「標題和主題」），接著是分段

或標題。然後是主要的註解部分，

有時候是一次詮釋一節經文，有時

是一次幾節經文。接著是「解說與

雋語」，也是一樣，有時一節，有

時幾節。最後是「講章提示」（也

就是，簡短的講道提綱，原名「給

鄉村傳道人的提示」），有時是司

布真自己的，有時採集其他著名牧

者和釋經學者的作品，最後是那篇

詩篇的參考文獻。

儘管有這麼多其他的參考資

料，司布真能夠說：「我還是可以

說我寫的註釋都是我的原創。」那

些「解說與雋語」是「是後來才想

到的」。他覺得它們「非常寶貴，

不忍割捨」。

浸信會的報紙《自由人》

（The Freeman）在1870年二月四日
以盛讚評論了第一冊：「對所有的

讀者都有極大的價值，特別是那些

只擁有幾本書的人。每一頁都會有

些（有時更多）內容提示真理或作

為其例證。因為這些原創的註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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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頓（Eric W. Hayden）

曾牧養大都會會幕堂六年（1956–62），在這期間，會幕堂完成重建與獻堂。海頓的祖父是
由司布真施洗的，也是該教會的會員。海頓撰寫多本與司布真和其家庭、事奉有關的書籍，

也著有《司布真的會幕堂百年史》（A History of Spurgeon's Taberna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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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關注屬靈的領悟和得力。」

司布真自己也很喜歡這冊書，

並曾拿起一本給一位訪客看，「深

情地看著它，就像對自己喜愛的孩

子一樣。」

查爾斯．雷伊（Charles Ray）
在他所著《司布真生平》（Life of 
Charles Haddon Spurgeon）中指
出，作者在第一冊引用或提及了將

近四百位作者的論點。

本文的作者，從十六歲擔任平

信徒傳道人開始，直到日後按牧，

並在浸信會牧會三十年期間，在參

考其它詩篇註釋書之前，始終先讀

《大衛寶庫》。

第二冊出版於1870年。對這
冊的一個評論讓司布真特別高興。

那是貝爾法斯特的摩根博士（Dr. 
James Morgan of Belfast）所寫的，
他提及他花了好幾個晚上讀這些

註釋，並稱讚說：不只是解經的內

容，還有它的風格，「有許多部分

是英文寫作的上品——精純的撒克

遜文學——簡潔、優雅、並像水晶

一樣清澈。」

第三冊付梓於1872年，在第一冊
出版的三年之後，但沒有人會想到，

整套全集得花上二十年的時間。

病痛、世界局勢（始終困擾著司布

真）、找不到前輩對某首詩篇的合適

註釋——這些都拖延完成的時間。

司布真現在花更多時間研讀拉

丁文作者。因為他們那種冗長巨量

的風格，使得先前的釋經者望之卻

步。儘管司布真能讀拉丁文，他也

邀請了他學院的古典文學教授葛雷

西（David Gracey）博士跨刀。司布
真說，他們「篩選」拉丁文，把穀

糠丟掉，留給讀者更精細的麥粒。

第四冊是十分重要的書，因

為它涵蓋了詩篇七十九到一○三

篇——這段是詩篇中最少被人詮釋

的。《自由人》在1874年該書出版
時評論說，司布真對詩篇註釋的許

多部分，「以前被忽略或沒有被清

楚解釋」，直到他出了這本詳盡嚴

謹的書。他在自序中也提到這點，

並在主日崇拜讀經時採用了書中對

經文的一段註釋，藉此提倡自己的

做法。他相信，若有更多傳道人這

麼做，日後其他的釋經者就不會像

他一樣，對詩篇七十九到一○三篇

苦無參考資料。

在1878年出版了第五冊。司布
真在自序中說，其它的詩篇註釋書

都「匆忙地」和「隨便地」推進整

本詩篇。他自己卻試圖不寫膚淺的

言論，故此他常對一首詩「躊躇不

前數月」，並時常因為勞累、或者

因他對風格或論點感到厭倦枯竭而

停滯工作。

在事工的壓力下，葛雷西教

授不得不放棄查考拉丁文作者的部

分。他的職分由一位浸信會牧師紀

普森（E. T. Gibson）取代，他也是
一位德文學者，所以某些德文作者

的文獻也被囊括，並持續查考拉丁

文的資料。

司布真的健康開始逐漸轉壞，

但第六冊在1882年出版，其中包含
了對詩篇一一九篇的大篇幅解說，

它幾乎佔了整冊的四分之三篇幅，

之後才開始對上行之詩的註釋。

司布真不但不疲憊，他現在可

以聲稱：「詩篇這本書對我而言是一

個皇家盛筵，在飽餐它的內容之際，

我似乎一直在享用天使之糧。」

他指出，有一段時間，英國教

會的主教不會按立年輕牧者，除非

後者能背誦整本詩篇！

第七冊也是最後一冊，在1885
年出版。司布真說：「當我寫完《大衛

寶庫》，我心靈感到一絲憂傷。⋯⋯

現在，這部鉅著完成了！所有的榮

耀歸於神。從事這個愉快的事工，

二十多年的時間轉眼而過。」

當然，一般人會想立刻進入一

本書的正文，但除非先讀序言，不

然可能讀了整本書其它的部分，也

未必體會作者的用意。希望買這本

書的讀者會先讀序言，因為它顯示

司布真寫書的精神、他緊緊地倚靠

聖靈、和神所賜給他的能力來完成

這個艱鉅的任務。

一位早期的傳記作家，司布真

的朋友富勒頓（W. Y. Fullerton）博
士寫道：「這是一部不朽的鉅著。

在文學作品中沒有與它類似的。」

著名的傳道人朱維德（J .  H. 
Jowet t）博士提及《大衛寶庫》
說：「許多年來，我在這部偉大的

釋經書中，為我的講道尋找補品並

得到滋養。即使與保羅、路德、到

加爾文這一連串的光芒相比，他也

絕不遜色。」

卡萊爾（J. C. Carlile）博士在

他所著司布真的傳記中提及，在作

者生前，此書共賣出五萬套。查爾

斯．雷伊指出，在他寫司布真生平

之時（1903年），已賣出十四萬
八千套，他確定，在司布真生前賣

了十二萬套。

培根（Ernes t  Bacon）在他
所著《司布真：清教徒的後裔》

（Spurgeon: Heir of Puritans）一書
中指出：「除了他的講章之外，他

其它的作品沒有一本是如此豐富地

餵養教會每個層面的屬靈生命。在

這幾冊書中，他注入他的全心、他

的經歷、和他的靈魂深處。」

難怪沒有其它任何聖經單卷

書的註釋書比這更加暢銷。難怪這

幾冊書被大學教授、主教、著名學

者、同儕、甚至皇室所研讀。

我們不要忘記，這幾冊書當初

只賣八先令（shillings，譯者註：20
先令等於1英鎊），為了要「盡我
全力使它們遍及所有學習神話語的

人」。不僅司布真有意地壓低書價

（使他自己不獲得經濟利益），並

在帕斯莫爾和阿拉巴斯特出版了七

冊全集之後，他確保它是以每月一

先令發行，使得當地清貧的傳道人

都有能力購買並從書中得益處。

正如司布真夫人蘇絲和他的

私人秘書在他所寫的《自傳》中說

的：「就算作者沒有撰寫其它書

籍，這書本身就已經是一部永傳不

朽的文學鉅著了。」

02 司布真的集大成之作

大都會會幕堂



03序言

我的序言將至少有個優點，那

就是簡短，因我發覺很難再把其它

任何東西加進來了。

這樣研讀詩篇是很愉快的經

驗，帶給我述說不盡的益處和與日

俱增的喜悅；我自然心生感激，這

也激勵我把所得到的部分益處與他

人交流，我的禱告是盼望這可引發

他們自己進一步查考。對於這本舉

世無雙的絕妙好書，我自己沒有什

麼更好的東西可以貢獻出來，這是

我最深切的遺憾；我若有什麼可以

拿出來獻上的，我要以敬虔的心表

達感謝，並歸因於恩典的主。我已

經盡力了，但既意識到其中有許多

缺陷，我就實在衷心希望自己能做

得遠比這個成果更好。

本書的「註解」部分是我自

己寫的。我下筆之前有參考一些作

者，以幫助我的詮釋，激發我的思

想；但我還是可以說我寫的註釋

都是我的原創，至少我是心存誠實

這樣認為的。至於我這樣做是好是

壞，我不知道；但我至少知道一件

事，就是我在寫這些註釋的時候有

尋求屬天的指引。因此我期待本書

印行出版能蒙福。

至於本書的「解說與雋語」部

分，是把從不同作者引用的相關內

容彙整而成，這工作是後來才想到

的。事實上，這些材料愈找愈多，

我也覺得非常寶貴，不忍割捨。我

覺得，如果把我讀過的部分內容保

留下來，或許日後也對別人確實有

用。但這些保留下來的篇幅很快就

累積得相當可觀，以致即使在這本

書第一冊裡也只能放一小部分。

有件事我要請讀者清楚瞭解，

也懇求讀者牢記在心，就是：我完

全無意要為我所引用的每個東西背

書。我並不能保證這些作者的學術

水準或信仰正統都絕對沒問題。所

引用的內容都附上作者的名字，好

使每個作者可以承擔自己的責任；

我引用各種不同的作家，好使許

多思想家的看法可以呈現在讀者面

前。我仍相信我沒有放進什麼壞東

西。如果有，就是我的疏忽。

我花在這冊上的研究工夫，原

本會佔用我太多時間，遠非我所能

應付，所幸我朋友兼秘書的約翰．

計思先生鼎力相助，極殷勤地在大

英博物館，威廉斯博士圖書館，和

其它神學知識資料庫找資料。在他

的幫助下我仔細搜尋了上百本書

籍，常常一無所獲，沒有找到一行

有用的資料，但也有搜尋結果很滿

意的時候，讀者不太知道，即使只

是找到一條相關的精簡資料，背後

可能要花多大的工夫。該花的工夫

我當然沒有少花：我只是懇切禱

告，這樣的工夫能對我所服事的弟

兄姊妹和更廣大的眾教會帶來一些

益處。

「講章提示」的部分非常簡

略，我要向那些承擔牧師職分的讀

者表達歉意，但我虛心盼望這部分

可以幫助那些原本設想的對象，就

是平信徒講道者，這部分是專門為

他們設計的，他們的時間被很多事

佔據，而且他們的學識比較單薄。

倘若第一冊得到有識之士的

認可，我希望靠神的恩典繼續這工

作，而且在盡快完成，同時一如既

往地兼顧這工作需要的研究工夫和

我經常要面對的教牧工作。如果神

存留我的性命，也賜給我力量，下一

冊很可能會在十二個月之內出版。

還可以補充一點：儘管本冊的

「註解」部分是我在身體健康時完

成的，其餘部分卻是我在疾病中完

成的。當長期的疾病和軟弱使我被

放在一邊，不能每天講道，我就轉

而尋求以書寫為可行的行善手段。

我倘若有能力，就會講道，但因

我主回絕我用這種特權服事他，我

就樂意用其它方法來為祂的名作見

證。唯願祂讓我也能在這領域結出

果子，一切讚美都將歸給祂。

司布真 

克拉珀姆（Clapham），1869年十二月

序言
摘錄自《大衛寶庫》第一冊

聖經希臘文基礎

「這是對於觀點和時間問題的一本易懂的入門書籍，順暢地直搗核心要點——視『觀點』為主要、

而『時間』亦仍重要——卻也沒過分簡化相關的討論。此書為探究此重要課題的絕佳起點。」

       —— 威廉．孟恩思（William D. Mounce），《聖經希臘文基礎》作者

Constantine R . 
CAMPB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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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坎柏

Constantine R. Campbell

三一福音神學院（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的新約副教授，之前多年任教於雪梨

的 摩 爾 神 學 院（Moore Theological College, 
Sydney）。他著有多本書籍，包括與希臘文動

詞觀點相關的重要著作，以及《保羅神學：與

基督聯合》（Paul and Union with Christ: An 
Exegetical and Theological Study），後者獲得

2014年《今日基督教》聖經研究類最佳書籍獎，

正由麥種傳道會翻譯出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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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bal Aspect in 
Biblical Greek

作者   君士坦丁．坎柏     譯者   汪仁潔   ■ ■

Verbal Aspect in 
Biblical Greek

「關於動詞觀點，坎柏和我至少在一個主要的重

點上有共同的看法：了解希臘文的動詞觀點，對

於明白新約聖經希臘文極其重要。長久以來，在

新約聖經註釋家和學生們當中，這樣的知識相當

不足。沒有將希臘文動詞觀點的準確理解應用出

來，將不能對經文有可靠的解釋。如果這本書能

幫助學生和學者們了解這關鍵的要點，它的目的

也就達到了。」

──史丹利．波特（Stanley E. Porter）
 

「關於動詞觀點，新約聖經希臘文的學生們已與

中階或高階書本搏鬥許久。在過去二十年，雖然

有些變革已經發生，然而，缺少的是對此主題有

容易理解的入門書籍。現在終於有了！伴以順暢

的文筆、具邏輯性的闡述、有助益的範例，已有

無數的教師與學生受惠於君士坦丁‧坎柏。」

──卡森（D. A. Carson）

過去三十餘年學術界對
希臘文動詞觀點研究的精華

希臘文語言的動詞觀點，已是晚近學術界探討的一個重點主題。如今，大

多數的學者相信，對動詞觀點的了解甚至比動詞時態（過去時態、現在時

態……等等）更為重要。然而，直至目前，就程度或價錢上而言，尚未有如

此易入手的教科書（以此主題為書名的，大部分零售價都超過 100 美元）。

於本書中，君士坦丁‧坎柏探討的是，動詞觀點在新約聖經希臘文敘事範疇

內的功能。在沒有使用獨有專業領域才能理解的語言學詞彙之情況下，他簡

化了其觀念，於此書中完成了不得了的任務。

本書還包括了習題、答案、主要概念的術語彙編、關於空間和時間方面的附

錄，以及所引用經文的索引、主題索引。不論大學或研究所等級的教授與學

生，皆可使用本書作為初階與進階希臘文課程的補充教材。研讀希臘文經文

的牧者也將認識此資料的價值，得以在講道與教導上有所增益。

動詞觀點

Verbal Aspect in 
Biblical Greek

聖經希臘文基礎動詞觀點

作者◆君士坦丁．坎柏   譯者◆汪仁潔   

「關於動詞觀點，坎柏和我至少在一個主要的重點上有共同的看法：了解希臘文的動詞觀點，對於明白新約聖經希臘

文極其重要。長久以來，在新約聖經註釋家和學生們當中，這樣的知識相當不足。沒有將希臘文動詞觀點的準確理解

應用出來，將不能對經文有可靠的解釋。如果這本書能幫助學生和學者們了解這關鍵的要點，它的目的也就達到了。」

──史丹利．波特（Stanley E. Porter）

「關於動詞觀點，新約聖經希臘文的學生們已與中階或高階書本搏鬥許久。在過去二十年，雖然有些變革已經發生，

然而，缺少的是對此主題有容易理解的入門書籍。現在終於有了！伴以順暢的文筆、具邏輯性的闡述、有助益的範例，

已有無數的教師與學生受惠於君士坦丁‧坎柏。」                           ──卡森（D. A. Carson）

「這是對於觀點和時間問題的一本易懂的入門書籍，順暢地直搗核心要點——視『觀點』為主要、

而『時間』亦仍重要——卻也沒過分簡化相關的討論。此書為探究此重要課題的絕佳起點。」

       —— 威廉．孟恩思（William D. Mounce），《聖經希臘文基礎》作者



標題

如果我們稱這篇令人崇敬的

詩篇為「王子彌賽亞之詩」，以這

個名稱來總結這篇詩篇，大概不為

過。因為它彷彿在一個奇妙的異象

中，指明萬民敵擋耶和華受膏者時

所發的喧囂聲，神高舉祂自己兒子

的明確旨意，以及這位兒子最終統

治祂所有的仇敵。讓我們用信心的

眼睛來讀它，彷彿對著鏡子，注視

我們主耶穌基督最終勝過祂所有的

仇敵。樓斯（Lowth）論到這篇詩
篇說：「這篇詩篇的主題是大衛在

他的寶座上堅定不搖，儘管有祂的

仇敵反對這寶座。大衛的這篇詩篇

包含一個雙重的特質：字面的性質

與喻義的性質。如果我們先從字

面、從大衛的角度來讀這篇詩篇，

其意義是很明顯的，聖經歷史證明

它是絲毫不容置疑的。事實上，其

表達方式有非常不尋常的熱情，所

描繪的畫面也極其莊嚴，其遣詞用

字有時候略微誇大，因為它有意要

暗示、並引導我們凝視其中所隱藏

更高、更重要的事。如果我們按照

前面的提示，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

篇詩篇，將它與屬靈的大衛連在一

起，思想祂的位格與祂所關切的

事，一連串崇高的事件立刻出現在

視野裏，其意義就更為崇高、更為

清楚了。對於以色列君王似乎太過

大膽、太過耀眼的部分，若用在他

所預表的這一位身上，就不再令人

有這種感受了。我們如此聚精會神

地分別考慮過這兩個主題之後，讓

我們再把它們擺在一起來思想，我

們將會充分看見這首最迷人詩歌的

美麗與宏偉之處。我們將會察覺兩

個非常不同、卻又完全和諧一致的

感受，在每一種特徵和輪廓上，這

兩者都有著奇妙的相似之處，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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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相似之處是如此精確地保留下

來，根本無從判斷何者為原有的部

分，何者為複製部分。新亮光不斷

投射在所用的詞語上，感受也不斷

加上新鮮的分量與莊嚴，直到讀者

的注意力逐漸從地上的事上升到上

面的事，從人間的事上升到神的

事，並且帶著這個非常重要的論題

與它們一起上升，最終將它放在天

堂的高處與明亮中。」

分段

如果把這篇詩篇看作一幅四

重的圖畫，最容易理解：列邦爭鬧

（第1∼3節）；主在天上嘲笑他們
（第4∼6節）；子宣告父的聖旨
（第7∼9節）；勸告眾君王順服主
的受膏者（第10∼12節）。這個分
段法不單有合理的意義，也有詩篇

的詩歌形式證實，因為這篇詩篇可

以很自然地分成四個詩節，每個詩

節有三節經文。

註解

第1∼3節
《和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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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祂的受膏者， 
3  說：「我們要掙開他們的捆綁，

脫去他們的繩索。」 
《欽定本》

1  外邦為甚麼爭鬧？
萬民為甚麼想像虛妄的事？ 

2  世上的君王一齊起來，
臣宰一同謀劃，

要敵擋耶和華、並祂的受膏

者， 

3   說：「我們要掙開他們的捆綁，
脫去他們的繩索。」

二1∼3. 在開頭這三節經文，
我們看見人性對於神的基督所表露

的恨意。再沒有比使徒在使徒行

傳四章27∼28節所說的話更好的
註解了：「希律和本丟彼拉多、外

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這城裏聚

集，要攻打你所膏的聖子耶穌，

成就你手和你意旨所預定必有的

事」（《和合本》小字）。這篇詩

篇突然以一個憤怒的質問開始，

這是很恰當的；看見受造之物武

裝起來敵擋他們的神，叫詩人的

心大感震驚；這一點是可以肯定

而不足為奇的。我們看見外邦的

爭鬧，發出喧囂聲，如海洋的波

浪在暴風雨中前後不斷拍打所發

出的聲音。然後我們看見，這些人

在心中幻想虛妄的事來敵擋神。狂

怒之處一般說來也是愚昧之處，在

這裏更是如此。請注意，這喧鬧不

是單由人民造成的，而是他們的領

袖煽動這悖逆。「世上的君王一齊

起來。」他們懷著堅決的敵意，組

織起來對抗神。這不是一陣暫時的

盛怒，而是潛藏深處的恨意，因為

他們毅然決然地起來反抗那和平之

君。「臣宰一同謀劃。」他們狡猾

地策劃他們的爭戰，不是愚昧地草

率進行，而是鄭重其事。他們用盡

了所有的技巧。就像法老一樣，他

們喊著：「來吧！我們不如用巧計

待他們。」哦！神的仇敵狡猾地攻

擊祂的國度，巴不得那些服事神的

人能有一半的細心、智慧就好了。

罪人有他們機智之處，聖徒們反倒

是遲鈍的。但是，他們說甚麼？這

喧鬧是甚麼意思？「我們要掙開他

們的捆綁；」「讓我們自由自在地

發洩我們的恨意！讓我們作自己的

神！讓我們掙脫所有的限制！」因

詩篇第二篇 Psalm II
摘錄自《大衛寶庫》
The Treasury of David

作者：司布真（C. H. Spurgeon）     譯者：沈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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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反叛的建議而厚顏無恥地聚在一

起，他們還接著說：「我們⋯⋯要

脫去⋯⋯」（彷彿這是一件易事似

的），「我們⋯⋯要脫去他們的繩

索。」甚麼？你們這些君王哪！你

們自以為是參孫嗎？全能者的繩索

在你們看來只是未乾的青繩子嗎？

你們是否夢想自己可以把神的命

令——至高者的聖旨——弄成碎片、

加以摧毀，彷彿把它們當成只是麻

屑似的呢？你們是否說「我們⋯⋯

要脫去他們的繩索」呢？是的，有些

君王確曾這麼說過，那些坐在王位

上的也依然不時有悖逆之舉。想要

反叛神的決心無論多麼瘋狂，卻是

人類自從受造以來就堅持不懈的，

而且繼續如此直到今日。在一場可

怕的衝突震撼列國之前，主耶穌在

末日的榮耀統治將不會實現。祂的

來臨將要像煉金者的火、漂布之人

的鹼一樣，那日將要像燒著的火爐

一樣。世人不愛他們公義的君王，

反倒偏愛篡位者的統治。末日那些

可怕的衝突，將會生動地證實世人

對罪惡的喜愛，以及耶和華將國度

賜給祂獨生子的權能。對於一個不

接受恩典的頸項而言，基督的軛是

難以忍受的；但對一個得救的人來

說，那卻是容易的、輕省的。我們

可以用這一點來省察自己，我們是

否喜愛那軛，或者希望掙脫它呢？

第4節
《和合本》

4   那坐在天上的必發笑，
主必嗤笑他們。

《欽定本》

4   那坐在天上的必發笑，
主必嗤笑他們。

二4.  現在讓我們把眼睛從惡
人密謀的房間、和人類憤怒的喧嘩

聲，轉向至高者榮耀的隱密處。

神說甚麼？對於那些拒絕祂獨生

子——那承受萬有者——的人，這位

君王要怎麼作？

注意這位全能者平靜的尊榮，

以及祂向地上那些君王、和他們憤

怒的臣民所表現的藐視。祂根本不

必煩勞，站起來與他們爭戰——祂

藐視他們，知道他們想要敵擋祂這

個企圖是多麼荒謬可笑，多麼不合

理，且多麼徒勞無功——所以他嗤

笑他們。

第5∼6節
《和合本》

5   那時祂要在怒中責備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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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欽定本》

5   那時祂要在怒中對他們說話，
在烈怒中煩擾他們。  

6   然而，我已經立我的君
在錫安我的聖山上了。

二5. 祂笑完以後就要說話了；
祂不需要擊打他們，祂口中吹出的

氣就夠他們受的了。就在他們的力

量最鼎盛、他們的憤怒最猛烈時，

祂將發出祂的話攻擊他們。祂說

甚麼呢？那可是一個非常傷人的句

子。祂說：「然而（《和合本》沒有譯

出），儘管你們懷恨，儘管你們聚集

喧鬧，儘管你們的謀士很有智慧，

儘管你們的立法者頗富巧計，然

而，我已經立我的君在錫安我的聖

山上了。」這豈不是令人大為驚嘆

嗎？祂已經作了仇敵想要阻止的事

了。正當他們還在籌劃的時候，祂

已經決定這麼作了。耶和華的旨意

成就，人的意志卻必徒然焦慮、咆

哮。神的受膏者已經受任命了，必

不致無法順利就職。回顧所有不相

信神的世代，聽聽人們敵擋至高者

的那些又高傲又強硬的話，聽聽地

上向天上君王所發的隆隆砲聲，然

後想想，神在這些時候說：「然而，

我已經立我的君在錫安我的聖山上

了。」然而，耶穌作王；然而，祂

看見祂靈魂的生產之苦，而「祂不

敗國度將要來臨」，* 那時祂將要
執掌權柄，從大河直到地極。甚至

現在，祂在錫安掌權，我們的嘴唇

向這位和平君王發出喜樂的讚美。

這裏可以預期會有更大的患難，但

我們可以確信得勝必屬於我們的主

我們的王。榮耀的得勝尚未來到；

主啊！我們求你加速它的來臨。錫

安的榮耀與喜樂，就是她的君王在

她裏面，保守她脫離仇敵，用美善

的事物充滿她。耶穌在祂的教會裏

面，坐在恩典的寶座上，能力的寶

座上。錫安最大的保護就在於祂，

但願錫安子民在祂裏面歡欣。

屬天戰士侍立門前，

能力是妳牆垣；

祂旨、祂愛都堅定，

妳深厚根基必不搖動。

仇敵徒然聯合、商議，

徒然忿忿敵擋祂寶座，

洶湧波浪，隆隆怒號，

卻平息消逝岸邊。 

第7∼9節
《和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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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欽定本》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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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將異族人賜你為基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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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

碎。」

二7. 這篇詩篇非常生動，現在
又出現另一個說話的人。我們已經看

過惡人設下奸謀的密室，看過神的

寶座，現在則看見受膏者宣告祂的

統治權，並警告叛亂者可怕的下場。

神嘲笑惡人的計謀與胡言亂

語，現在則是受膏者基督自己出現

了，祂是復活的救贖主，「按聖善

的靈說，因從死裏復活、以大能

顯明是神的兒子」（羅一4）。這
位受膏者似乎注視著背叛之君王憤

怒的面孔，說：「如果這還不足以

叫你們安靜，那麼，『我要傳聖

旨』。」這道聖旨正好與人的詭計

相反，因為其要旨是建立列國喧鬧

所要反對的統治。

你是我的兒子。這是我們這

位以馬內利榮耀神性的一個崇高證

據。「所有的天使，神從來對哪一

個說：『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

你』？」（來一5）。我們的信心
可以安息在這位具有神性的救贖主

身上，這是何等的憐憫啊！

我今日生你。如果這是指我們

主的神性，那麼我們千萬不要想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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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它，因為這是一個偉大的真理。

若存著敬畏的心來領受這個真理，

乃是恰當的；但若想要仔細審視

它，可就不妥了。此外，如果這是

指神的這位獨生子的人性，那麼我

們在此也必須因這奧秘而歡欣，卻

不因企圖闖入窺探永恆神的奧秘而

干犯這個崇高的真理。顯明的事就

已經足夠了，切莫擅敢從事虛幻的

揣測。許多人企圖為三一神論下定

義，或想揭露神性的本體，因而失

喪了；許多船隻在此沉沒了。在這

樣的汪洋大海上，我們脆弱的輕舟

能做什麼？

〔亞蘭努（Alanus）有次講道
的時候答應會眾，要在下一個主日

講解三一神論，更清楚地說明這個

奧祕。有一天，他正在海邊研究這

個問題，看見一個男孩不斷用一支

小湯匙將海水舀進沙灘上的一個

洞裏。亞蘭努問他在作甚麼。男孩

回答說：「我想把整個海洋放進這

個坑裏。」亞蘭努說：「你為甚麼

作這種不可能的打算？這根本是在

浪費時間。」男孩回答說：「亞蘭

努！你不也是這樣嗎？我想把整個

海洋裝進這個坑裏，就像你想把對

三一神的所有知識全裝進你腦海裏

一樣。這兩個企圖，我的還比較有

希望可以達成。」——編按：中文

版取自湯瑪斯．亞當斯（Thomas 
Adams）的《彼得後書註釋》。〕

二8. 你求我。君王有個習慣，
就是讓他們所寵愛的人提出要求，

並且無論要求甚麼，都賜給他們

（見：斯五6；太十四7）。主耶穌
應許我們，只要求，就必得著。祂

在此宣告說，祂的仇敵就是祂的產

業。祂當面向他們宣告這道聖旨，

受膏者用祂那曾經被刺透的手高舉

權杖，喊著說：「看哪！父已經將

這權杖賜給我了，這不單是作王的

權柄，也是征服得勝的大能。」是

的！耶和華已經將鐵杖賜給祂所膏

的那一位，這位受膏者將要用這根

杖將悖逆的列國打得粉碎。不管他

們帝國的權勢何等大，當神這位全

能之子手中握著鐵杖的時候，他們

都要像那易碎的瓦器一樣，嚇得渾

身發抖。那些不願順服的人，必被

打碎。瓦器若裂為碎片，就無法恢

復；如果耶穌擊打罪人，他們必要

毀滅，毫無希望。

你們罪人當求祂恩典，

祂的忿怒你們無法承受；

飛奔祂十架蔭下，

在彼找到救恩。  

第10∼12節
《和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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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當以嘴親子，恐怕祂發怒，
你們便在道中滅亡，

因為祂的怒氣快要發作。

凡投靠祂的，都是有福的。

《欽定本》 
10 所以，你們君王現在當有智慧，

你們地上的審判官該受指教。

11 當存敬畏事奉耶和華，
又當存戰兢而快樂。

12 當以嘴親子，免得祂發怒，
祂的怒火稍微點燃，

你們便在道路中滅亡。

凡信靠祂的，都是有福的。

二10. 場景再次改換，之前彼
此商議要反叛的那些人，現在得到

一個忠告；現在勸他們要順服他們

之前所恨惡的那位，親吻他，以表

達尊崇和敬愛。

當有智慧。在任何情況下，願

意受教都是智慧的表現，尤其所受

的教導是引導我們的靈魂。所以，

你們⋯⋯現在當有智慧，不要再耽

延了，而要好好用理性審度權衡。

你們的爭戰不可能成功，因此還是

打消念頭，歡歡喜喜地歸順祂吧，

如果你們拒絕祂的軛，祂也會讓你

們屈從的。啊！順服耶穌是何等智

慧，何等無限無量的智慧啊！而那

些繼續與祂為敵之人的愚行又是何

等可怕啊！

當存敬畏事奉耶和華，你們

的事奉裡要有崇敬和謙卑。祂是偉

大的神，你們只是微不足道的受造

物。因此，你們要屈膝降卑自己來

敬拜，你們對萬古至大之天父一切

的順服，也當存有兒子的心，由此

發出敬畏。

又當存戰兢而快樂。基督徒

的喜樂一定要任何時刻都有聖潔的

敬畏在其中。這是神聖的化合物，

發出香味，我們必須留意，不要在

祭壇上燒其它東西。沒有喜樂的畏

懼是折磨；沒有聖潔敬畏的喜樂則

是僭越。留意這個關於和好與順服

的嚴肅論述。在罪中滅亡，就是在

背叛的道路中滅亡，真是可怕。但

祂的忿怒又何等容易使我們忽然滅

亡。祂的怒氣不需要比尋常更加七

倍，激怒祂的事由只消稍微點燃祂

的怒氣，我們就滅亡了。啊！罪人

啊！要留意，主是可怕的，因為

「我們的神乃是烈火」（來十二29）。
請注意本詩結束的祝福：凡信靠祂

的，都是有福的。我們有分於這福

嗎？我們信靠祂嗎？我們的信心可

能纖細如蜘蛛網線；但如果這信心

是真實的，那麼我們就照著我們的

度量而蒙福。我們愈信靠，我們就

將更豐滿地知道這福分，因此我們

可以用使徒們的禱告結束本詩：「求

主加增我們的信心」（徒十七5）。
詩篇第一篇是義人和罪人的對

比；詩篇第二篇是「不敬虔之世人

的喧囂悖逆」和「神的公義之子必

定高升」的對比。在詩篇第一篇，

我們看見惡人像糠粃被風吹散；在

詩篇第二篇，我們看見惡人如同窯

匠的瓦器被打碎。在詩篇第一篇，

我們看見義人像一棵樹栽在溪水

旁；在此，我們仔細觀看義人的聖

約元首基督，祂比栽在溪水旁的一

棵樹更好，因祂被立為眾海島之君

王，所有異教徒都在祂面前下拜，

親吻地上的塵土，祂自己卻賜福所

有信靠祂的人。這兩首詩值得我們

最深切的關注，它們其實是整部詩

篇的前言，在古代有些人把這兩首

詩合併成一首。然而，它們是兩首

詩；因保羅稱這首詩為詩篇第二篇

（徒十三33）。第一篇讓我們看到
義人的性格和命運；第二篇教導我

們，詩篇是在講彌賽亞，論到基督

這位彌賽亞是掌權治理河川直到地

極的君王。我們很確定，這兩首詩

都有深遠的先知視野，但我們覺得

自己的能力還不足以揭開這事的真

相，必須交給更有能力的人處理。

解說與雋語

二1∼4. 希律這個狐狸，計畫
敵擋基督，要攔阻祂的服事與中保

職分，卻不能完成這個計畫。事情

果然應驗了，所以經上記著說：

「萬民為甚麼想像虛妄的事？」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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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虛妄的事，因為是不能成功的

事，他們的手無法完成它。那是虛

妄的事，不單因為他們沒有真正的

理由可以幻想或作這類的事；那是

虛妄的事，更是因為他們徒然勞

力，那是作不到的，所以接著就

說：「那坐在天上的必發笑‧主必

嗤笑他們。」主看見他們是何等愚

昧，而且人們（是的，包括他們自

己在內）也要看見這是愚昧的。先

知用了一個優美的方式表達這一

點：「他們⋯⋯結蜘蛛網，⋯⋯

所結的網不能成為衣服，所作的

也不能遮蓋自己」（賽五十九5∼
6）。他彷彿是說：他們設計並安
裝很好的網子，有很好的架構，

想要捕捉蒼蠅；他們絞盡腦汁，

編織一張精緻的網，彷彿蜘蛛從

腹中吐絲一般；這就是他們的網。

但他們雖然有網，卻不能用來裁

剪，也不能製成衣服。儘管他們也

紡織、也編製，也策劃、也設計，

他們卻要赤身受寒。不久之後將有

一支掃把出現，將蜘蛛連同蜘蛛網

一起掃除掉，除非牠們迅捷爬走。

神喜愛跨越世上智者之言和世人的

巧計。——約瑟‧卡萊爾（Joseph 
Caryl, 1647）。 

二1. 外邦為甚麼爭鬧？喧囂或
狂怒？這個希伯來文動詞不是表示

內在的感覺，而是這些感覺表現在

外面的攪動。它可能暗指海洋的轟

轟作響聲，在聖經與古典著作中經

常用來象徵群眾的騷動。這個動詞

用過去式，* 指這場騷動已經開始
了；下一個子句的未來式動詞則表

示其持續。——約瑟．艾迪生．亞

歷山大（Joseph Addison Alexander, 
D.D., 1850）。

二1.  爭鬧，《七十士譯本》
用來翻譯這個字的希臘文，指盛

怒、驕傲、與倔強，彷彿嘶鳴著

奔向戰場的馬匹一般。Ἐφρύαξαν
（ephryaxan），來自φρυάσσω
（phryassō，噴鼻息或嘶鳴），適
用於一匹鬥志高昂的馬。見使徒行

傳四章25節。
二 1 .  虛妄的事：戴克里先

（Diocletian）鑄造一枚紀念章，
這紀念章仍然存留著，上面刻著

「基督徒的名字正被消滅」。在西

班牙，豎起兩根紀念柱，第一根上

面刻著：「戴克里先．約維安．馬

克西米安．海克拉斯．凱撒．奧古

斯都（Diocletian Jovian Maximian 
Herculeus Caesares Augusti），因
為在東西方擴展羅馬帝國，並且滅

了基督徒的名字，這些基督徒使帝

國走向滅亡之路。」第二根上面則

刻著：「戴克里先．約維安．馬克

西米安．海克拉斯．凱撒．奧古斯

都，因為他在東方收養了伽列里烏

斯（Galerius），因為他到處廢除
基督的迷信，也因為他推廣眾神明

的崇拜。」正如一位近代作家優美

地指出的：「我們在此看見的異教

紀念碑，是豎立在他們所征服之敵

人的墳墓上。但是，『萬民⋯⋯謀

算虛妄的事』，基督教非但沒有

被消滅，反倒已經來到她最終且

永遠得勝的前夕。這塊石頭所看

守的是一個空墳，就如厄勒克特

拉（Elect ra）用她的眼淚清洗的甕
缸一樣。無論在西班牙，或是在任

何地方，都不能指出基督教葬身之

處。絕不能！因為活人沒有墳墓。」

二2.  許多人已經做了他們那
一份，現在輪到有勢力的人登場

了。——約翰．特拉普（John Trapp）。
二2.  一同謀劃，要敵擋耶和

華、並祂的受膏者。但是，他們為

甚麼要一同謀劃，來敵擋耶和華、

或敵擋祂的受膏者呢？他們對祂

有何期望呢？想要得到祂的好處？

不！主沒有為自己留下甚麼，這些

人可比祂富有多了。要得著祂的自

由？不！他們也得不著，因為他們

之前已經將祂捆綁了。要使眾人厭

惡祂嗎？不！那也不是他們的目

的，因為他們的這個目的早已得逞

了，甚至連祂的門徒都離開祂逃跑

了。那麼，他們要得到甚麼呢？祂

的血？是的！馬太說：「大家商

議，要⋯⋯殺祂」（太二十六4）。他
們鬼迷心竅，只有死亡才能叫他們

滿足。他們如何謀劃呢？馬太說：

「大家商議。」——亨利．史密斯

（Henry Smith, 1578）。
二2.  要敵擋耶和華、並祂的

受膏者。所賜給大衛的是何等的尊

榮，竟能如此公開地與耶和華相提

並論！因為他是祂的受膏者，所以

必定成為不敬虔之世人恨惡與藐視

的對象！既然這個環境可怕地促進

罪惡滋長，並且確定了這些入迷之

異教徒的厄運，那麼保守大衛的心

平靜安祥的肯定是天上的事，所以

儘管他的敵人驕傲自誇地吹噓，他

還能滿有平安、喜樂。⋯⋯寫這篇

詩篇的時候，大衛就像置身於暴風

雨中，所聽見的就只有暴風雨的轟

鳴聲，所看見的就只有怒濤翻湧，

四圍盡是險惡的毀滅。然而，他的

信心卻使他能說：「萬民⋯⋯想像

虛妄的事。」他們不可能成功，他

們不能挫敗天上的決議。他們不能

傷害主的受膏者。——大衛．皮凱

恩（David Pitcairn, 1851）。 
二3.  他們下定決心要發起暴

亂，像是無法無天、無所畏懼之

人，所以他們毀謗基督國度的甘美

律法，說它們是捆綁、粗繩，這些

都是奴隸的記號（耶二十七2、6、
7）。但我們的救主說甚麼？「我
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

的。」對於重生的人而言，它們不

再是重擔，反倒像是鳥兒的翅膀一

般。基督的律法不再是捆綁和繩

索，而是像腰帶和吊帶一樣，束起

他們的腰，加速他們的行動。——

約翰．特拉普（John Trapp）。
二4.  那坐在天上的，這顯然

暗示 (1) 主是遠超過他們的敵對與
能力；(2) 祂從天上俯瞰一切，看
見他們所有的密謀；(3) 祂有無限
的大能，所以能照著祂所願意的對

待祂的敵人。「然而，我們的神

在天上，都隨自己的意旨行事」

（詩一一五3）。——亞瑟．傑克森
（Arthur Jackson, 1643）。 

二 4 . 那 坐 在 天 上 的 必 發
笑⋯⋯。罪人的愚蠢，正是神彰顯

祂無窮智慧與能力的合宜場所；

撒旦國度的那些企圖在我們看來

是令人畏懼的，在祂看來卻是可

鄙的。——馬太．亨利（Matthew 
Henry）。 

二4. 那坐在天上的必發笑。他
們嘲笑我們，神卻嗤笑他們。笑？

這個字乍看之下似乎是不易明白

的。祂的聖徒所受的傷害、他們敵

人的殘暴、我們四圍所有的嘲笑與

逼迫，難道只是引人發笑的嗎？加

圖（Severe Cato）認為笑聲是不受
古羅馬執政官青睞的；正如另一個

人告訴眾王子的，那是 會削弱國家
的，天上之君豈能如此？先知照著

我們所能明白的，形容神嘲笑那些

虛空無益的嘗試，就像我們自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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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愉快時一樣。祂笑，卻是藐視；

祂藐視，卻是帶著報復。法老以為

只要把以色列男孩溺死，就可以把

以色列人完全從地上除滅；但是，

就在這個同時，他自己的女兒卻在

王宮裏讓摩西———以色列人的拯

救者——接受王子的教育。神難道

不笑嗎？ 
惡人的歡樂是短暫的。把大

袞重新歸回原位？神的微笑就折斷

他的頭和他的手臂，沒有留給他引

導的智慧，或維生的力量。⋯⋯

我們不可妄斷神的作為，直到第五

個行動：從外表看來，這個例子是

悲慘而令人絕望的；但只要來自天

上的一個微笑，就可以成為蒙福的

事件。祂許可祂的聖殿遭毀壞、受

劫掠，聖器皿遭褻瀆、被人用來飲

酒；但是，難道神的微笑沒有讓伯

沙撒因那在牆上寫字的手而顫抖

嗎？哦！如果祂的微笑都已如此可

怕，更何況祂面上所露不悅之色

呢！——湯瑪斯．亞當斯（Thomas 
Adams）。

二4. 那坐在天上的這個詞語，
立刻使我們的思想專注於那位在人

之上無限崇高的，人本是出於地，

是屬地的。這裏說「必發笑」，這

個詞是要向我們表達這個觀念：君

王和人民最大的聯盟，以及他們最

廣泛、最精實的預備，想要挫敗祂

的旨意，或是想要傷害祂的僕人，

在祂眼中看來是全然無足輕重且毫

無作用的。祂俯視他們貧乏且微弱

的努力，不單沒有侷促不安或害

怕，反倒嘲笑他們的愚昧；祂以嘲

笑看待他們的無能。祂知道，如何

在祂喜悅時將他們如蛀蟲一般壓

碎，或在頃刻之間用祂口中的氣毀

滅他們。我們被提醒，知道諸如此

類的真理，對我們何等有益啊！

哦！地上的陶片想要與天上榮耀

的君王抗衡，真是一件「虛妄的

事」。——大衛．皮凱恩（David 
Pitcairn, 1851）。 

二4.「主」的希伯來文            

（ ʾ ă d ō n ā y）暗指我的支柱，或
我的支持者——我的柱子。英文

的  “L ord”（「主」）字也有相同
的意義，由古撒克遜字“Llaford”
或“Hlafford”縮略而成，後者來自 
“Laef”（「支持」，「更新」，「愛
護」）。——亨利．艾因斯沃（Henry 

Ainsworth）。 
二4. 那坐在天上的必發笑；主

必嗤笑他們。這種贅述或同義重複

的筆法是聖經中常見的，是事情已

經確立的一個記號：根據先祖約瑟

的例子（創四十一32），他在解完
法老的夢以後說：「至於法老兩回

作夢，是因神命定這事，而且必速

速成就。」所以，這裏也是一樣，

「必發笑」與「必嗤笑他們」，這

個重複語是要指出：這一切事肯定

要發生，乃是毫無疑問的。滿有恩

典的聖靈這麼作是為了鼓勵我們、

安慰我們，叫我們在受試探時不致

跌倒，反倒懷著最確定的盼望，挺

身昂首，因為「那要來的就來，並

不遲延」（來十37）。——馬丁．
路德（Martin Luther）。

二5.  煩擾他們，或是藉著良
心上的害怕，或是藉著身體上的災

病；無論是哪種方式，祂都會以他

們為不值一文，正如祂始終待逼迫

祂百姓之人一樣。——約翰．特拉

普（John Trapp）。 
二5、9. 對神而言，要毀滅祂

的敵人是輕而易舉之事。⋯⋯看看

法老，他的謀士，他的軍隊和他的

馬匹縱身衝入紅海，卻像鉛一樣

下沉。這是反對神的選民最大的計

謀之一，但這計謀卻如此告終。羅

馬皇帝、各省總督、和其他政府高

官，有三十個以熱心地苦苦逼迫初

期基督徒而惡名昭彰；在這三十個

人當中，有一個在發動殘酷的暴行

之後不久就發瘋，一個被自己的兒

子所殺，一個瞎眼了，一個的雙眼

爆出，一個溺水而死，一個被勒

死，一個經歷悲慘的被囚之苦而

死，一個的死因不堪一提，一個因

可憎的疾病而死（那種病甚至導致

他處死他的幾個醫生，因為他們不

堪忍受他屋內的惡臭），兩個自

殺，還有一個想要自殺都無能為

力、還得請人助他一臂之力，有五

個被自己的人民或臣僕刺殺，另外

五個的死法是最為痛苦難忍的，

有幾個死於未說明的複雜病因，

八個在戰爭中、或在遭俘之後被

殺。這些人當中包括背道者朱利

安（Julian）。在他鼎盛時期，據
說曾經用匕首指向天上，向神的

兒子挑戰，他通常稱祂為加利利

人。但當他在戰場上受傷，知道自

己一切都完了以後，還把凝結的血

塊聚在一起，拋向空中，喊著說：

「哦！加利利人哪！你得勝了。」

伏爾泰（Voltaire）告訴我們，法王
查理九世（Charles IX）的痛苦，
在他背叛並以殘暴對待胡格諾派

（Huguenots）基督徒以後，這個
可悲君王的血竟從皮膚毛細孔滲出

來。——威廉．布魯默（William S. 
Plummer, D.D., LL.D., 1867）。

二6. 然而，我已經立我的君。
注意——1. 我們榮耀救贖主作為君
王的職分與特性：祂是君王，「在

祂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寫著說：

『萬王之王、萬主之主』」（啟

十九16）。2. 祂藉以掌權的權柄，
父神說：祂是我的君，我從永恆就

已經立祂為王。「父不審判甚麼

人，乃將審判的事全交與子」（約

五22）。世人不承認祂的權柄，但
我承認，我已經立祂，已經「使祂

為教會作萬有之首」（弗一22）。 3. 
祂所治理的特殊國度；那是「在

錫安我的聖山上」，是福音教會的

一個卓越典型。聖殿建造在錫安山

上，所以這座山稱為聖山。基督的

寶座在祂的教會中，那是祂的「總

部」，是祂獨特的「駐在所」。請注意

神對這件事的旨意何等堅定：「然

而，我已經立我的君」，也就是

說，無論地獄和世人的計謀如何與

祂的旨意背道而馳，祂都藉著祂父

的任命掌權。——斯蒂芬．查諾克

（Stephen Charnock, 1628-1680）。
二 6 .  然而，我已經立我的

君⋯⋯。耶穌基督是三重的君王：

第一，祂仇敵的君王；第二，祂聖徒

的君王；第三，祂父所立的君王。

第一，基督是祂仇敵的君王，

也就是說，祂是在祂敵人之上的君

王。基督是超乎萬王之上的君王。

對於耶穌基督而言，地上最有權勢

的人、最偉大的人、最尊榮的人算

得了甚麼？只不過像是水中的小氣

泡一樣，因為正如先知在以賽亞書

四十章15節所說的，與神相比，所
有的國家只不過是水桶裏的一滴，

或是天平上的微塵，那麼，世上的

君王又是何等微不足道呀！不！

親愛的讀者，基督耶穌不單高過眾

君王，更高過眾天使；是的，祂是

天使的頭，所以，天上所有的天使

都奉命要敬拜祂（西二12；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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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祂是超乎萬國、萬邦、
所有政府、所有權勢、所有子民之

上的君王（但七14）。⋯⋯外邦已
經被賜給基督了，地極已經被賜給

祂為產業了（詩二8）。 
第二，耶穌基督是祂聖徒的

君王。祂是壞人的君王，也是好人

的君王；但對於惡人來說，祂是用

祂的大能大力管理他們，但祂卻是

用祂的靈和恩典管理聖徒。哦！這

是基督的屬靈國度，祂在祂百姓的

心中作王，掌管他們的良心、他們

的意志、他們的情感、他們的判斷

和悟性；除了基督以外，沒有任何

人能在他們的心中做任何事。基督

不單是列國的君王，更是聖徒的君

王；祂在列國之上掌權，也在聖徒

心中掌權。

第三，耶穌基督也是祂的父

所立的君王，祂的父如此稱呼祂：

「我已經立我的君在錫安我的聖山

上了。」祂是神所立的君王，願

祂為我們的君王。但你可能會說：

「基督怎麼是父的君王呢？」因為

祂替祂的父掌權。神將一個雙重的

國度交託給耶穌基督：第一，屬靈

的國度，祂藉此在祂百姓的心中掌

權，所以是聖徒的君王；第二，祂

護理的國度，祂藉此掌管這世界的

事務，所以祂是列國的君王。——

濃縮自威廉．戴爾，《基督的著

名頭銜》（William Dyer, Christ’s 
Famous Titles, 1665）。 

二6.  錫安。「錫安」一名意
指「遙遠的景觀」（speculam）。
教 會 被 稱 為 「 遙 遠 的 景 觀 」

（specula），不單因為她是憑著
信心（也就是從遠方）來看神和屬

天的事，對天上的事、而不是對今

生的事有智慧，也是因為教會裏面

有真正的觀看者或看護者、和在靈

裏守望的人，他們的職責是負責

照料所託付給他們的群羊，提防

仇敵的網羅和罪惡，希臘文就稱

這樣的人為「監督」（ πίσκοποι, 
episkopoi），意即監察者或觀看
者，因此，你也可以照著希伯來文

稱他們為「錫安人」。——馬丁．

路德（Martin Luther）。
二7. 為我們的主在永世裏作神

兒子的身分而爭論，所流露出來的

是大膽僭越的好奇心，多過於敬虔

的信心。與其想要解釋它，遠不如

懷著敬虔的心下拜。我們也可以對

這節經文提出不比別人差的解釋，

但我們寧可在這件事上克制自己。

爭辯是神學家的文筆所曾從事之最

無益的事之一。——司布真。

二8.  你求我。似乎沒有任何
詞語，比「你求我」這句話更能表

達基督的祭司職分。這篇詩篇說到

祂獲授以君王的職分；使徒卻以

這篇詩篇來論到祂的祭司職分；祂

承擔這兩種職分，是同時領受的託

付，是由同一個權柄所賜下、所證

實的。祈求的職分與君王的尊榮是

基於同一個權柄。管理是屬於祂的

君王職分，祈求則屬祭司職分。在

基督復活以後，父神賜給祂祈求的

能力與命令。——斯蒂芬．查諾克

（Stephen Charnock）。
二8.  畫家仔細端詳他所要描

繪的人物，然後竭盡所能將最接近

的輪廓勾勒出來；神也照樣以基督

為原型，要在受苦上、在恩典上、

在榮耀上模塑眾聖徒，好叫基督能

在萬有中居首位。每一個聖徒都必

須受苦，因為基督也受過苦；在基

督這位被釘十字架的元首之下，不

能有一個嬌貴易碎的身體，但卻從

來沒有一個人曾經、也沒有一個人

能夠忍受祂所受的苦。基督是聖潔

的，所以每一個聖徒也必須是聖潔

的，但在程度上卻無法與祂相比；

刻在黏土上的像，不可能像雕在黃

金上面的那麼精確。我們在這些事

上與基督相似，所應許祂的事成

就，乃是基於祂向父的禱告；祂所

應許祂的聖徒的，也照樣是藉著禱

告來成就的。父對子說：「你求

我，我就⋯⋯賜你⋯⋯」；使徒也

告訴我們：「你們得不著，是因為

你們不求」（雅四2）。神應許基
督，要在祂所有的苦難上扶持祂：

「看哪！我的僕人，我所扶持⋯⋯

的；」（賽四十二1）；但當祂的
腳站在死蔭幽谷中，祂仍「大聲哀

哭，流淚禱告」（來四7）。神應
許要賜給祂後裔，也應許祂要勝過

仇敵，但祂卻也為這兩個應許禱

告。對於我們，基督是君王；但向

著祂的父，祂卻是祭司。祂向神所

說的一切，都是藉著禱告與代求。

聖徒亦然；神應許他們要作王掌管

他們的情慾，勝過他們的仇敵；卻

也應許他們要在神面前成為祭司，

藉著謙卑的禱告，將應許中所賜

的這些偉大的事一一提及。——威

廉．葛諾（William Gurnall, 1617-
1679）。 

二8. 這節經文直譯應為「你求
我，我就賜下列國——你的基業，

以及地極——你的田產」。這譯法

暗示，神這一面在之前已為了祂所

論到的那一位有所安排：「你是我

的兒子」，為了這一位，祂已經指

定列國為產業，地極為田產。當神

說「我就⋯⋯賜你⋯⋯」的時候，

祂所啟示給祂受膏者的，與其說

是產業的內容，和所命定給祂之產

業的範圍，不如說是祂準備要賜下

這產業的應許。列國已經是「基

業」，地極已經是「田產」，神已

經定意要將它賜給祂的受膏者。現

在祂對祂說：「你求我」，祂應許

要成就祂的旨意。這就是經文裏面

這句話所包含的觀念，而且當我們

考慮到將它應用在屬靈的大衛——

就是神的真兒子，祂「早已立祂為

承受萬有的」（來一2）——時，其
重要性將會更為明顯。

二9.「杖」在聖經上有許多意
義。它可以用不同的材料製成，以

用在不同的目的上。在較早的時

期，用木製的杖作為王室成員的象

徵，是由君王的名義所頒賜的。後

來，權杖變得越來越重要，被視為

帝國或某些較特殊之國王的象徵。

黃金權杖表示財富與華麗。我們在

詩篇四十五篇6節讀到直的權杖，
代表公平與正直，真理與公正，那

將是彌賽亞在地上建立祂的國度之

後統治的特徵。但是啟示錄十九章

15節說「祂的名稱為神之道」，
祂將擊打列國，「用鐵杖轄管他

們」，如果這裏的杖意指「祂的權

杖」，那麼製成這權杖的「鐵」，

必然意指這位全能的「萬王之王」

加諸於所有抗拒祂的權柄之人的嚴

厲審判。但是，對我而言，「鐵

杖」是否象徵神的兒子再來時的君

王權杖，似乎還是值得懷疑的。這

裏將它與「利劍」並提，這使我認

為應該將它也視為戰爭的兵器。我

們正在解釋的這篇詩篇裏面提到的

「鐵杖」，顯然不是統治權的象

徵，雖然它是握在君王的手中，卻

是矯正與懲罰的工具。「杖」這個

字經常用在這種意義上。⋯⋯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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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杖通常是一根竿子或籐莖，在詩

篇第二篇這裏卻說是「鐵」製的，

這只是說明它所威脅的管教是何等

沉重、何等嚴厲、何等有效——它

不單讓人皮開肉綻，更讓人傷筋斷

骨。「你必用鐵杖打破他們。」

除了用鐵杖以外，不容易造

成這樣完整的破壞，下一個子句更

清楚地表明這一點：「你必將他們

如同窯匠的瓦器打碎。」然而，這

毀壞的徹底，取決於兩件事，縱使

是用鐵杖，如果輕柔地使用，或是

用來敲打堅硬、穩固的物體，所造

成的傷害仍然可能很輕微；但是，

我們在此所讀到的，已經假定是

非常用力地使用鐵杖，「你必將他

們⋯⋯打碎」，而且是打在「如同

窯匠的瓦器」那樣易碎易破之人身

上——「你必將他們如同窯匠的瓦

器打碎。」⋯⋯這裏就像其他地方

一樣，我們必定感受到：這篇詩篇

的預言和應許，照字面應驗在大衛

身上的只是非常微小的部分罷了。

在屬靈的大衛——錫安的君王——

帶著榮耀與威嚴來臨之日，它們都

將得著真正的應驗、驚人的成就，

那時祂要用鐵杖打碎列王與萬民反

對基督徒的大聯盟，得著父神長久

應許、祂親自買贖的產業。時代

的各種兆頭似乎表示，主的來臨

近了。——大衛．皮凱恩（David 
Pitcairn, 1851）。

二10. 所以，你們君王現在當
有智慧⋯⋯。正如耶穌是萬王之

王，眾審判官之審判官，福音也同

樣是至偉大、至睿智的老師。如果

有任何人偉大到一個程度，以致拒

絕福音的告誡，神必使他們成為微

小。如果他們睿智到一個程度，以

致鄙視它的教誨，他們自以為的睿

智將使他們成為愚拙。福音在地上

的統治者面前發出高昂的聲音，傳

講福音的人應該像諾克斯（Knox）
和梅維爾（Melville）那樣，即使
在君王面前仍大膽斥責，說話有大

丈夫氣概，藉此使他們的職分顯為

大。諂媚逢迎的傳道人只配在魔鬼

的廚房裡當洗碗工。——司布真。

二11. 當存敬畏事奉耶和華。
對神的這種敬畏為我們的喜樂劃

定界線。如果你把敬畏從喜樂中抽

離，喜樂將變得輕浮放縱；如果你

把喜樂從敬畏中抽離，敬畏將變成

奴僕的心仍舊害怕。——威廉．貝茨

（Ｗilliam Bates, D.D., 1625-1699）。
二11. 當存敬畏事奉耶和華，

又當存戰兢而快樂。有兩種「服

事神」和「在神裡喜樂」。第一種

是在安逸中服事，在主裡喜樂，無

所畏懼，這些是假冒為善者所特有

的，他們身處安逸，取悅自己，

並看自己是有用的僕人，就他們來

看，認為自己有很大的優點，論到

他們有話說：「你的審判遠遠超過

他的眼界」（詩十5）。之後又有
話說：「他的眼中不怕神」（詩

三十六1，《和合本修訂版》）。
這些人行公義，但總是不曾著眼於

神的審判，不容許基督成為眾人應

該敬畏的審判官；在基督眼中沒有

人的生活能稱為義。第二種是存敬

畏事奉，存戰兢而喜樂。這些是義

人所特有的，他們始終行公義，而

且總是正確地調和兩者，絕對不會

不著眼於神的審判。一方面，他們

因此感到害怕，並對他們本人和他

們一切的工作都感到絕望；另一方

面，這也不是和公義無關，他們因

這義而安息，並因神的憐憫而在其

中歡喜。這是這些人盡其一生的工

作，在一切事上稱自己有罪，在一

切事上以神為義，讚美神。如此，

他們便應驗箴言二十八章14節的
話：「常存敬畏的，便為有福」；

也應驗腓立比書四章4節：「你們
要靠主常常喜樂。」於是，他們在

上磨石和下磨石之間（申二十四

6）磨得粉碎而降卑，豆莢既這樣
在擠壓摩擦之間脫落，基督的純

全麥子就出現了。——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二11. 對神的敬畏有助於屬靈

喜樂的增長；這是引進安慰日光

的晨星。「凡事敬畏主，蒙聖靈的

安慰」（徒九31），神把喜樂與
敬畏調和在一起，使得敬畏可以

不淪為奴僕的心。——湯姆．華森

（Thomas Watson, 1660）。
二1 2 .  親，在平輩之間，是

愛的記號（創三十三4；撒上二十
41；羅十六16；林前十六20），
在尊卑之間，是下對上順服的記

號（撒上十1）。在信仰上，是敬
拜者表達尊崇的記號（王上十九

18；伯三十一27）。——約翰．
理查森（John Richardson，阿爾達

〔Ardagh〕主教，1655）。
二12. 當以嘴親子，免得祂發

怒，我們將從聖子的位格，轉而

來看這個動作（Osculamini〔當親
吻〕，你們當親吻子）；我們將在

其中看到：親吻這行為既然已因放

蕩之人濫用而敗壞了（屬肉體的人

這樣做，奸詐的人這樣做——猶大

以親吻出賣他的主），然而神命令

這事，以此表達愛意；所以，對於

一切已被濫用或可能被濫用的事，

我們一定不可因它而廢棄；使一個

東西轉離它原有的路徑，不等於把

那東西拿走，但是，被一些人用偏

了而產生不良結果的好東西，有可

能被另一些人用在正途，而產生它

原有純樸的良好結果。那麼，讓我

們思量，並使神的良善顯為大，這

良善帶我們進到這地步，以致我們

可以親吻子，以致表達這份愛的

主動權掌握在我們手中，並且，

以致儘管教會的愛在舊約聖經——

甚至在雅歌——中也僅止於「祂親

吻我」（Osculatur me；願祂用口
與我親嘴；歌一1），但現在在基
督的教會裡，在祂造訪基督徒的心

靈時，祂邀請我們親吻祂，並使我

們得以親吻祂，因為祂現在就在我

們中間。這使我們認真說服、勸勉

人，要用全部的感情親子，我們這

樣做，便將經歷聖經所描述那見證

真愛的聖潔之吻。但是，一旦我們

這樣做，為了避免那由愛發出的說

服對我們不會不夠有力且沒有效

力，所以我們將降卑自己，從責任

轉為危險，從愛情轉為敬畏，「免

得祂發怒，」由此首先看到，這位

就是愛的神也會發怒，然後看到這

位在此發怒的神是神的兒子。祂為

我們做了這麼多，因此可以按著

公義發怒；祂是我們的審判官，

因此按著道理我們應該害怕祂的怒

氣；然後第三點，我們將看到這怒

氣何等容易消失：一個親吻便使

這怒氣除去了。——摘自約翰．鄧

恩（John Donne, D.D., Dean of St. 
Paul’s, 1621-1631）講道集。

二1 2 .  當以嘴親子，也就是
說，這樣擁抱祂，依靠祂：作你的

親屬，作你的君王；你出你入；在

你和好的事上，在你裡面信仰的真

實上，在與教會和睦與合一上，在

以恭敬的態度評估祂所差派的那



11詩篇第二篇

些人與方法。親吻祂，且不以親

吻祂為恥；就是佳偶所渴望的，

「我⋯⋯可以吻你，不會被人藐

視」（歌八1，《新譯本》）。如
果你因基督的福音而愛上基督，因

此被人輕看，那麼要記得，當大衛

在約櫃前跳舞而被看為輕賤時，他

的方法是更加看自己為輕賤。如果

你於上午因過度投入服事而被人覺

得不合宜，看為不夠穩重，你要讓

他們覺得你更加不夠穩重，下午再

來：「你愈是為基督的緣故打擾自

己，或是被別人打擾，你在基督裡

愈有平安」（Tanto major requies, 
quanto ab amore Jesu nulla requies；
貴格利〔Gregory〕）。⋯⋯免得
他發怒，忿怒，就著它是一種打

擾人、使人混亂、使人崩潰的強

烈情感來說，神裡面沒有忿怒；

但是，就著它是以理智辨別敵人

與朋友，辨別事物對於彰顯神的

榮耀有幫助或無幫助而言，神裡

面有忿怒。一言以蔽之，希拉流

（Hilary）說得好：「人的苦難是
神的忿怒」（Poena patientis, ira 
decernentis）。當神施行懲罰——
正如君王有正當理由發怒就會施行

懲罰——時，神就會這樣發怒。這

裡的情形更嚴重；這位至大、全

能、滿有威嚴的神可能會發怒，這

已經夠可怕的了；但是，在這裡，

可能會發怒的不是祂，而是祂的兒

子，就是我們必須親吻的那位；我

們以為這一位只是神，不是的，祂

也是人；不，可能也不只是人，而

是蟲，不是人。祂可能會發怒，而

且祂的怒氣使我們滅亡。⋯⋯當以

嘴親子，祂就不會發怒。如果祂發

怒，就親吻祂的杖，他就不再會發

怒。要愛祂，免得祂發怒。當祂發

怒時，要敬畏祂。要防範祂發怒很

容易，照樣，要祂回復到不發怒也

很容易。有這親吻的乳香就全都夠

了，從左乳吸吮屬靈的乳汁，也從

右乳吸吮，就可在祂的審判中遇見

憐憫，在祂的毀滅中遇見修補，在

祂的豆莢中遇見盛宴，在祂的怒

氣中遇見喜樂。——摘自約翰．鄧

恩（John Donne, D.D., Dean of St. 
Paul’s, 1621-1631）講道集。

二12. 當以嘴親子。為了與天
父和好，要親吻子。「願祂用口與

我親嘴」，是教會的禱告（歌一2）。

讓我們親吻祂——那是我們要致力

去行的。事實上，在我們可以虔誠地

親吻子之前，子必須先以祂的憐憫

親吻我們。主啊，求你在這些事上

應允我們，使我們現在互相親吻，

互相擁抱，好使我們以後可以來參

加全體的婚宴；那時天堂的詩班，

甚至天使的聲音，都將向羔羊的新

婦唱頌歌，唱婚禮詩歌。——湯瑪

斯．亞當斯（Thomas Adams）。
二12. 祂的怒火稍微點燃。希

伯來文是「如果祂的鼻子或鼻孔被

稍微點燃」；鼻孔既是身體中顯示

怒氣的器官，就被用來表達怒氣本

身。鼻子泛白，發出急促的呼吸聲，

都是發怒的徵兆。在我們的諺語裡，

接受一個東西時鼻子發出急促的呼

吸聲，就是在怒氣中接受它。——約

瑟‧卡萊爾（Joseph Caryl）。 
二12. 祂的怒火。既然神的怒

氣只要稍微點燃就可能帶來滅亡，

那麼，神的怒氣一旦完全點燃時的情

形，一定是無法用言語形容的。——

約翰．牛頓（John Newton）。

講章提示

整首詩：告訴我們罪的本質，

罪如果作王會有什麼可怕的後果。

二1. 沒有什麼比不敬虔更不合
理的。一個有份量的主題。

對罪人悖逆神的原因：加以陳

明，駁斥，感嘆，並悔改。

人類罪惡的極致表現，在於人

類恨惡中保。

二1∼2 .  反對福音，既不合
理，也無效果。——約翰．牛頓

（John Newton）的兩篇講章。
二1∼2. 這兩節經文顯示：在

服事神的事上，把信靠完全放在人

身上，是枉然的。既然人反對基

督，那麼我們把我們的信靠放在人

的數目眾多、人的熱情真切、人的

相貌堂堂、或是人的謀劃睿智，都

是不好的。因為這一切違逆基督的

可能性，遠比順應基督的可能性大

得多。

二 2 . 《 司 布 真 講 章 集 》
（Spurgeon’s  Sermons），編號
4 9 5。〈有史以來最大的審判〉
（The Greatest Trial on Record）。

二3. 罪人反對基督真理的真正
原因，乃是他們恨惡敬虔的約束。

二4. 神對悖逆之人的嘲弄，現
在如此，以後亦然。

二5.  怒氣的聲音。這是講論
「神屬性的聲音」的系列講章之一。

二6. 基督的主權。(1) 反對這
主權：「然而。」(2) 其存在之確
定：「然而，我已經立。」(3) 維護
這主權的能力：「我已經立。」(4) 
彰顯這主權的地方：「錫安我的聖

山。」(5) 從這主權流出的祝福。 
二7. 關於基督的聖旨，與揀選

的定旨和護理的定旨有關。耶穌為

神兒子的身份。

本節經文教導我們忠心宣

講，謙卑斷言神賦予我們的恩賜

和呼召。——湯瑪斯．韋考克斯

（Thomas Wilcocks, 1586）。
二8. 基督的基業。——威廉．

傑伊（William Jay）。
禱告是必不可少的：耶穌必須

求。

二9. 惡人的敗壞，其確定、不
可抗拒、可怕、徹底、不可挽回。

「如同窯匠的瓦器。」

有系統的錯謬之毀滅，和可預

期的壓迫。福音如鐵杖滿有能力，

足以打碎那些只不過是人手所作的

瓦器。

二10. 與國王和審判官相配的
真智慧，在於順服基督。

福音乃是那些願意學習如何好

好治理並審判之人的學校。他們可

以思量其原則、範例、精神等。

二11. 交融的經歷。看那些從
墳墓回來之女人的情況（太二十八

8）。如果聖靈引導講道者的心
思，這可以傳講出一個帶來很大安

慰的題目。

真正的敬虔是許多美德和情感

的組合。

二12. 誠摯的邀請。(1) 命令。
(2) 論證。(3) 對順服者的祝福。——
《司布真講章集》，編號2 6 0。

二12. 最後一個子句。使人得
救的信心，其性質、對象和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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