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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哥華華人浸信會 - 主日學 

詩篇選讀 II              第十二課：詩廿九 

詩篇與偶像 

詩篇作為以色列民族靈性的反映，便必須在當中處理以色列民族在其歷史上最根源 (亦最

常見) 的屬靈問題：拜偶像。故此，舊約聖經在不同的時期，都有不同的反偶像啟示。在

五經中，十誡的首誡便開宗明義說出偶像的虛假 (除神以外沒有別神)。在王國歷史中，偶

像的入侵成為王國興衰的分水嶺 (所羅門後宮引入了外邦偶像)。先知的最重要呼籲，亦是

棄絕偶像而重新效忠耶和華神 (如賽四十四 9-20)。 

 

有趣的卻是詩篇當中較直接的反偶像信息其實不多。詩篇較多妙述的，是較籠統的「惡人」

與「義人」的分野 (如詩一)。當中較集中和直接作否定偶像的詩篇，就要數詩廿九和一一

五了 (另參詩十六 4、一零六 36-38和一三五 15-18)。反偶像的詩篇在實際作用上，是發

揮著「傳福音」的作用，旨在讓人離棄虛假的偶像而歸向大能之耶和華神。所以，詩篇並

非只為信徒作靈性成長之用，而亦可作領人歸主的用途。 

 

詩廿九 

詩廿九論主題可算是一首讚美詩。可是這首獨特的讚美詩，卻揉合了登基詩 (耶和華作王) 

和反偶像的言論。而這詩的特別之處，是詩人述說的對象。理解詩篇的重要基礎，是要分

別出詩中的我、你、和他。「我」是作述說的人；「你」是述說的對象；而「他」則是述

說的內容。「我」通常都是詩人本身。「你」則可以是神 (哀歌、感恩詩) 或 會眾 (讚美

詩)。「他」亦可以是神 (讚美詩) 、或仇敵 (哀歌/咒詛詩)。 

 

詩廿九的「你」(述說的對象)，卻是非常特別的「神的眾子」。這稱呼並非指神的子民 

(如以色列)，而是指靈界的受造之物 (如天使等)。有見於此，我們怎能錯過這首這首獨具

一格的詩篇呢？詩廿九同時帶出的重要信息，是「耶和華作王」(登基詩) 的事實。特別是

在世情動蕩的時候 (如現在)，這詩對信徒能鞏固信心、對世人亦能警戒引導。 

 

分段 

1) 歸榮耀給神 (1-2)   

 2) 神的威嚴震懾大水 (3-4)  

讚美的內容  3) 神的能力顯於世上 (5-9b) 

 2’) 神的榮耀穩住洪水 (9c-10)  

1‘) 奉神為君王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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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東的學術研究發現，以上的格式是與迦南的詩歌十分類似。迦南的神殿有不少的神明，

但主神卻是巴力。巴力是戰勝「大海」之後而成為眾神之王。詩人將一首近似讚頌巴力的

詩篇格式，把耶和華神放進其中 (而巴力卻消失了)，以說明耶和華神才是獨一真神。這正

是在呼籲以色列民不要被虛假的偶像蒙騙，而要認定耶和華神為唯一的主。 

 

標題 

• 詩廿九的標題本沒甚麼特別，但舊約七十士譯本加了「作住棚節慶典之用」 

o 這有很好的指引作用，因住棚節 (秋季之時) 是屬於雨季及農業季節的開始。這

也是巴力敬拜最旺盛之時 (祈求雨水與豐收) 

 

1：歸榮耀給神 (1-2) 

• (1a) 神的眾子：詩人述說之對象，是神的眾子 (這是一獨特名稱 [伯一 16]，並非指普遍

的子民) 

o 英文翻譯出原文的意思 (sons of gods) → 若是神的子民，便應是 sons of God 

o 古代近東人對「神」(gods眾數) 的理解，和現代的基督徒是有很大的出入。這

詞的涵蓋面在古時是相當廣闊的，可包括天使、妖魔、已死的君王、甚至已死

的人、還有是星宿、天文現象、自然界力量等。 

o 所以，sons of gods 可指神於靈界之子民，亦可指世人誤以為神明的偶像 

o 作者雖看似在勸籲「神的眾子」要「將榮耀能力歸給耶和華」，但這肯定是一

寫作手法而非真正的本意 → 若這些「神的眾子」都降服於耶和華神之下，那麼

敬拜這些「偶像」的，又豈不能投靠效忠於耶和華神？ 

▪ 作者所採用的，是一種「聲東擊西」的寫法。雖看似在對「神的眾子」

作呼籲，但實際上是要勸導那些敬拜偶像之人 

• (1b) 榮耀和能力：榮耀原文是重量，代表一種絕對狀態；能力則與創造和制敵有關 

o 歸給：這字原文的意義，比中文的歸給和英文的 (give, KJV) 有更深的意義 

▪ 這字所強調的，並不單單在於「給」神甚麼，因為神的榮耀與能力並不

會因為其他受造物的「給」與「不給」而有所增減 

▪ 這字的相反，是「強佔」→代表佔有著自己不應有亦不配得之物 

• 偶像 (及一切受造之物) 是不配得「榮耀」和「能力」的 

▪ 歸給的意思，便有著「自我降卑」和「高舉真神」的雙重意義 (約三 30) 

• (2) 這句是加強上句的意思，重複用了「歸給」這動詞 (總共用了三次) 

o 敬拜：這詞本意是形容一個俯伏蹲下的姿勢，代表在尊貴人物 (或神) 面前的自

我卑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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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段：讚美的內容 (3-10) 

• 這段落總共出現了七次「耶和華的聲音」，而這「聲音」卻以雷聲來代表 

o 這描述是針對巴力敬拜而設計的 → 巴力為降雨之神，雷聲則代表巴力的聲音，

電則代表其武器 (巴力神像是手執雷電的) → 但詩人說雷聲乃是耶和華神的聲音 

• (3-4) 神的「聲音」首個對付的對象，是「水」和「大水」(大不是指體積，而是能力) 

o 這是創一 2的背景，代表空虛混沌的水 (水 [或海] 是邪惡的象徵) 

o 猶太文學後來採用了「水」來代表一切對生命和社會平安 (shalom) 的威脅，包

括個人的危難 (卅二 6)、政治動蕩 (四十六 3)、敵人逼迫 (十八 16-17) 、甚至超

自然的勢力 (七十四 13) 等威脅 → 而因著對「大水」的懼怕，人開始尋求偶像 

o 詩人以創一的背景，來肯定耶和華神勝過大水的能力 (而這勝利卻是持續的) 

▪ 而在這決定性的勝利中，奠定了神的大能和威嚴 (majesty = 無可匹敵) 

• (5) 詩人從較抽象的大水，轉至較具體的事物來妙述神的大能 (這也從遠古的創造，轉

至較日常的事物，象徵耶和華的能力與威嚴是持續掌管著天地) 

o 聲音震破香柏樹：這以雷電擊破樹木來作形容 

▪ 香柏樹 (cedar) 是以堅硬著名 → 尤其是利巴嫩的香柏樹至為上等 (在古代

是堅固和力量的象徵) 

• 現代的黎巴嫩國旗，亦是以香柏樹為標誌 

• (6) 這句原文是「他使利巴嫩跳躍如牛犢，使西連跳躍如野牛犢」 

o 跳躍：牛犢 (未完全成長的牛) 與野牛犢 (成長且較強悍的牛)本不會「跳躍」 

▪ 神的聲音使之跳躍 → 代表地震 (利巴嫩和西連) 

• 西連乃黑門山的別名 (申三 9)，是以色列境內最高峰 (象徵穩固) 

• (7) 火焰分岔：這是對閃電的描述 

• (8) 耶和華神的聲音 (大能)，震撼黑門山的山嶺，亦震動著加低斯的曠野 

o 曠野是山嶺的的相反，兩者代表著高與低的空間 

o 黑門山是以色列至北之處，而加低斯卻是至南之地，兩者代表著南北之領域 

▪ 這兩個地方跳躍 (震動)，可解作拆毀地方政權 (地上政治/軍事/經濟勢力) 

• (9) 之前提及神的聲音震碎香柏樹 (植物)，在這節便指出神的聲音同樣能震懾母鹿 (動

物) → 和合本的「落胎」原文作抽搐或震顫，雖亦可作「生產」，但這處應指恐懼下

的驚震而與胎兒無關 

o 神的聲音 (能力) 能震動所有生物 

o 凡在他殿中的：這裡應不是指聖殿，而是回到「神的眾子」所置身之處 (即是

天上的聖所 → 參伯一) 

o 都稱說他 (神) 的榮耀：這回應著(1) 的呼籲 → 「神的眾子」在讚頌神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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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這句結束詩人的讚美內容，而他亦回到第 3節的起點上：神的聲音震動大水 

o 洪水泛濫之時：這並非單單指挪亞時代的洪水，而是再一次以水作為所有破壞

力量的代表 

▪ 水代表著一切破壞受造界的平安 (shalom) 的威脅，包括自然災害、瘟疫

病毒、人的罪惡禍害、甚至靈界的攻擊搞擾 

o 耶和華坐著為王：這是全詩最重要的宣告 

▪ 這是一種否定「眼見的現實就是全部」的屬靈眼目，一種以信心來詮釋

現實的態度 

• 眼見的雖然是「洪水」，但在洪水之上有耶和華神座在寶座上 

▪ 神並非在洪水後才坐著為王，而是在「洪水泛濫之時」→ 地上雖有混亂，

但神仍然掌權。只要持定仰望神 (而非轉投偶像或別的力量)，憑信心堅

定地將榮耀能力歸給祂，平安 (shalom) 最終必會臨到 

▪ 直到永遠：世上的洪水只屬短暫，神的掌權是從創世至永遠皆不變 

 

第三段：奉耶和華為王 (11) 

• 這句是全詩的總結，並以應許作結束 

• 力量：這與 1節 的力量是同一字，形成了一個特別的呼應關係 

o 在 1節，詩人呼籲神的眾子 (及神的子民) 雖自我降卑而將能力歸給耶和華 

▪ 這是否定自我力量和承認神的大能 

o 但在 11節，神卻必賜力量給祂的百姓 (這詞是指以色列)，形成了人必否定自我

力量，方能得著力量的關係 (參可八 35和腓四 13) 

• 平安 (shalom) 是人所嚮往的狀況。詩人呼籲神的子民 (及世人) 不要因對平安的嚮往、

以及因世上的混亂荒謬，而愚昧地投靠偶像或自身力量 (因連神的眾子都歸力量給神) 

 

討論文題 

1. 詩人針對的偶像巴力，是奪取人對神信靠和效忠的代表。你認為今時今日有哪些的

「偶像」，對你所接觸的人構成最大的引誘呢？你作為基督徒，有哪些巴力會較容易

成為你自己的試探呢？為甚麼？ 

2. 「歸給耶和華」一詞，成了這詩對信徒的主要勸籲。從本詩對「歸給耶和華」的定義，

你在回應這呼籲上，有何挑戰或困難呢？你會如何在這方面為自己禱告？ 

3. 神的聲音震懾天地萬物。你有沒有經歷過被神「震懾」的遭遇？是甚麼處境？這經歷

對你往後的屬靈生命有何影響？ 

4. 在洪水泛濫之時，耶和華坐著為王。在現今的混亂世局中，這話對你有何意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