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詩篇第五十篇章 

1  大能者神耶和華 
 已經發言招呼天下﹐ 
 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 
 
2  從全美的錫安中﹐ 
 神已經發光了。 
 



詩篇第五十篇章 

3  我們的神要來﹐決不閉口﹔ 
 有烈火在他面前吞滅﹐ 
 有暴風在他四圍大颳。 
 
4  他招呼上天下地﹐ 
 為要審判他的民﹐ 
 



詩篇第五十篇章 

5  說﹕「招聚我的聖民 
 到我這裏來﹐ 
 就是那些用祭物與我 
 立約的人。」 
 
6  諸天必表明他的公義﹐ 
 因為神是施行審判的。(細拉) 

 



詩篇第五十篇章 

7 「我的民哪﹐ 
 你們當聽我的話﹗ 
 以色列啊﹐我要勸戒你﹔ 
 我是神﹐是你的神﹗ 
 
8  我並不因你的祭物責備你﹐ 
 你的燔祭常在我面前。 
 
 



詩篇第五十篇章 

9 我不從你家中取公牛﹐ 
 也不從你圈內取山羊﹔ 
 
10 因為﹐樹林中的百獸是我的﹐ 
 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 
 
 



詩篇第五十篇章 

11 山中的飛鳥我都知道﹐ 
 野地的走獸也都屬我。 
 

12 我若是飢餓﹐ 
 我不用告訴你﹐ 
 因為世界和其中 
 所充滿的都是我的。 
 
 



詩篇第五十篇章 

13 我豈吃公牛的肉呢﹖ 
 我豈喝山羊的血呢﹖ 
 
14 你們要以感謝為祭獻與神﹐ 
 又要向至高者還你的願﹐ 
 
 



詩篇第五十篇章 

15 並要在患難之日求告我﹔ 
 我必搭救你﹐ 
 你也要榮耀我。」 
 
16 但神對惡人說﹕ 
 「你怎敢傳說我的律例﹐ 
 口中提到我的約呢﹖ 
 
 



詩篇第五十篇章 

17 其實你恨惡管教﹐ 
 將我的言語丟在背後。 
 
18 你見了盜賊就樂意與他同夥﹐ 
 又與行姦淫的人一同有分。 
 
 



詩篇第五十篇章 

19 你口任說惡言﹐ 
 你舌編造詭詐。 
 
20 你坐著毀謗你的兄弟﹐ 
 讒毀你親母的兒子。 
 
 



詩篇第五十篇章 

21 你行了這些事﹐ 
 我還閉口不言﹐ 
 你想我恰和你一樣﹔ 
 其實我要責備你﹐ 
 將這些事擺在你眼前。 
 



詩篇第五十篇章 

22 你們忘記神的﹐ 
 要思想這事﹐ 
 免得我把你們撕碎﹐ 
 無人搭救。 
 
 



詩篇第五十篇章 

23 凡以感謝獻上為祭的 
 便是榮耀我﹐ 
 那按正路而行的﹐ 
 我必使他得著我的救恩。」 
 
 



 

神終於打破沉默了 
 

經文：詩篇5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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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麟至牧師 



主啊我心不安 
 

一位換肝病人的見證…  

 

您得救蒙恩以來﹐可曾有過心中不安﹖ 

十一月是感恩季 

苦未覺得不安﹐或有兩個原因﹕ 

尚未得救? 

或者心硬了﹐身在福中不知福? 

此兩原因正是神在本詩篇裏說話的原因 



繫好腰帶讀詩 

亞薩的詩﹐身為詩班者
所用的詩篇 

背景可能是與神更新恩
約(5) 

特色：充滿了聖言(5, 7-

15, 16b-23) 

具有先知性文學的色彩 

神透過先知以第一人稱
發聲 



        分段如下﹕ 

主來更新恩約(1-6) 

獻祭出自感恩(7-15) 

律法貴在力行(16-23) 

 

 

 
 

魯益師(C. S. Lewis)給予很高評語﹕ 

神在詩篇50篇裏扮演控訴者的角色 

但是它仍是「最優美的詩篇之一。」  



在這感恩季裏讀這篇
詩篇﹐一方面有秋葉
有桂香﹐但另一面我
要提醒諸位： 

 

屬靈腰帶要繫起來 

因為神的聖潔本身就
是極強的衝擊力 



主來更新恩約(50.1-6) 

 

聖殿禮儀詩篇行禮如儀 

神要在聖殿和百姓次更新恩約 

可是這一回的禮儀大不相同！ 

場景與神首度降臨在西乃山相似 

惟一不同：這回神是降臨在錫安山 

神發出祂的聖潔的光輝…烈火…風暴 

神要開口啟示百姓﹐光照每一聖民內心 



神要得到真正的敬拜﹐首先祂要祂的約
下之民明白什麼才是真正的人 

 

神的公義(6)…全美錫安(2)  

vs. 立約聖民(5) 



50.1-6顯示場合是神榮耀的顯示 

同時也是神公義的審判 

怎麼佳節禮儀變成了審判呢﹖ 

神呼召三種對象﹕ 

 

全天下的人(來聽審﹐1)﹑ 

上天下地(即全宇宙來陪審﹐4)﹑ 

立約聖民(來受審﹐5) 

 

別急這只是過程﹐終點是感恩節(14, 23) 



以色列的七月天 



審判是過節前的暴露＝屬靈的預備 

經過光照﹑暴露﹑管教﹑責備﹐我們真正成
為約下聖民﹐與主更新恩約﹐歡喜地過節 

新年(7/1)…大贖罪日(7/10)…八天的住棚節
(7/15-22) 

金秋之後收藏節是最歡樂的時辰 

 

全民都上到耶路撒冷﹐相當於感恩節期 

神在詩篇50篇預備百姓的心﹐好快樂過節 



獻祭出自感恩(50.7-15) 

 

兩段話﹐第一段是向著聖民說的 (7-

15)﹐第二段是向著「惡人」說的(16b-

23)﹐都是審判性的﹐但都是帶著應許
(14, 23)  



焦點在於基督 
 

利未記五祭﹕燔祭﹑素祭﹑平安祭﹑贖罪
祭﹑贖愆祭焦點都在基督身上 

「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約1.29, 36)  

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位耶穌﹐神已經立祂為
主﹑為基督了。(徒2.36)  

我們逾越節的羔羊基督﹐已經被殺獻祭了。
(林前5.7b) 

節期﹑月朔﹑安息日…原是後事的影兒﹐那
形體卻是基督。(西2.16-17)  



我們逾越節的羔羊基督﹐已經被殺獻祭
了。(林前5.7b) 



持定元首基督(西2.19) 

希伯來書用「一次(永遠)」來強調耶穌在十
字架上已經完成了所有祭禮所要達成的目的 

 

律法＝道德律＋儀禮律＋民法 

民法隨著時空的轉換﹐早已過去了 

儀禮律則已經應驗在基督身上 

惟有道德律是「一點一劃也不能廢去﹐都要
成全。」(太5.17)  

希伯來書8.13b的話－「但那漸舊漸衰的﹐
就必快歸無有了。」－是指著儀禮律說的 



在任何一個時代﹐
當福音傳揚時﹐聖
靈都要開啟蒙恩之
人的心眼﹐看見這
些祭物只不過是影
兒﹐本物乃是基督 

   (參來10.1) 

「亞伯拉罕歡歡喜
喜的仰望我[主]的日
子﹔既看見了﹐就
快樂。」(約8.56) 



大衛也是一樣 

指著基督說出
詩篇 16篇基督
復活的預言(徒
2.25-28) 



以賽亞看見主
的榮耀﹐就指
著祂說這話 

(約12.41) 

 

這話就是先知
所傳講的彌賽
亞受苦篇章(賽
52.13-53.12) 

 



救贖真理是超越時代
的﹐舊約是向前看基
督﹐新約則是回頭看基
督﹐都是憑信心﹐「惟
獨見…耶穌」 

每一次的獻祭若真能拯
救人﹐必定是人在獻祭
的時候﹐蒙神的憐憫﹑
心眼打開了﹐看見祭牲
所預表的基督 

「看哪﹐神的羔羊﹐除
去世人罪孽的」之真理
不斷地在蒙恩人的身
上﹐成為真實的經歷 



獻祭在於感恩 

 

利未記五種祭禮﹕燔祭﹑素祭﹑平安
祭﹑贖罪祭﹑贖愆祭 

素祭不單獨獻的... 

其他四種祭都是帶血﹐與赦罪有關 

詩篇50篇只提到感謝祭(詩50.14, 23) 

最常見的平安祭﹐尚有還願祭和甘心祭 

只有這種祭肉﹐獻祭者可享用 



感謝祭是因為神施恩在我身上﹐蒙恩後獻祭 
還願祭比感恩祭更強﹐因為是人在危難或需求中向
神許願﹐事成之後就祭上還願祭以示感恩 
甘心祭更強﹐它是人甘心愛神而獻上的 

Kaspar The 

Elder 

Memberger 

      

  挪亞在方舟裏獻
上感謝祭 



 

： 

稅吏馬太蒙召後﹐設感恩筵﹐把三教九
流朋友都請來與耶穌吃飯！(太9.10) 



還願祭和甘心祭者可以吃兩天﹐而感恩
祭的祭肉只能吃一天 

所以我們不宜只以是過去的感恩為滿
足﹐而是經常要有新鮮的感恩祭 

感恩不只是為著恩典感恩﹐更是感謝施
恩的主 

 

一位弟兄 失業後的感恩見證… 



那個人更愛主﹖ 

一個債主有兩個人欠他的債
﹔一個欠五十兩銀子﹐一
個欠五兩銀子﹔因為他們
無力償還﹐債主就開恩免
了他們兩個人的債。這兩
個人哪一個更愛他呢﹖ (路
7.41-43) 



你們說呢﹖ 

當然是那位「多得恩免的人」(7.43) 

耶穌用這個比喻教導我們： 

獻感謝祭的人是深深地知道他的罪有多
深﹐都是釘十架的基督拯救了他﹐所以
他才會用感謝祭回應基督  



許願使神得榮 
 

什麼叫許願﹖許願是人知道了神施恩的浩大
而向神許願… 

我的見證… 

路得的見證… 

為什麼神選中她成為彌賽亞的先祖﹖就是因
為她心中超強跟隨主的心志。她是如何「起
誓要約束自己」的﹖用死亡﹗ 

詩篇50.15﹕患難之日的求告﹐往往是向神
許大願。當神應驗﹑我們還願時﹐也就是神
得榮耀之時。這是真敬拜。  



律法貴在力行(50.16-23) 
 

主光照聖民的行為﹐居然說我們是惡人 

惡人(16)和聖民(5)並非兩群不同的族群 

所以神的光要進一步檢視我們的行為 

我們的道德經得起主的光照嗎﹖ 

第18-20節：第七誡(不可姦淫)﹑第八誡(不可偷
盜)﹑第九誡(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 

登山寶訓﹕第六誡不可虧負人﹐第七誡連淫
念皆不可動﹐第九誡不給撒但留下任何地步 

耶和華啊﹐你若究察罪孽﹐ 

 主啊﹐誰能站得住呢﹖(詩130.3) 

這就是詩篇50.16-23的意思﹗ 



最後： 

一位弟兄的見證 

毀壞國家的社會七罪﹕ 

摒棄原則的政治 

不勞而獲的財富 

不講道德的商業 

泯滅良心的娛樂 

罔顧品格的教育 

了無人性的科技 

無需奉獻的宗教 

聽聽甘地警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