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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今天聯合國代表列國宣佈一項驚天動地的

好消息：世上所有的人都願「信耶穌」了(詩六十七

2)；萬國都「喜樂」，耶穌從今之後將治理全球(詩
六十七4)；同時耶穌還應許大「地」春回，一切都

「更新」了(詩六十七6)！您會相信嗎？

這聽來幾乎是一項不可能的事，卻正是詩篇六

十七篇的信息：彌賽亞時代來臨時的光景！但你我

為甚麼不能立即接受這個好消息呢？答案在於本詩

的鑰字――願，這字在詩中重複了6次(第1, 3, 3, 4, 
5, 5節)，影射出人類當初因始祖亞當的悖逆有了墮

落的本性，人從此不願「得知祢(神)的道路」(詩六

十七2)；更不願意順服神「公正審判」的治理(詩六

十七4)；「地」因人的罪受到咒詛，人也從此失去

了管理宇宙的能力(詩六十七6)。
詩篇六十七篇正是詩人所報的佳音：神將賜

下恩典，惟有祂能讓這首早期教會的禱告――懇求

彌賽亞的來臨――成為事實；也惟有靠著基督的恩

典，這使命才有可能完成。

基督賜下哪些恩典呢？首先，基督賜世界聖約

的恩典(詩六十七2)――外邦人將得知神的慈愛與救

恩；其次，基督賜萬國喜樂的恩典(詩六十七4)――

耶穌基督將作王，人類將享受祂的治理；最後，基

督賜大地更新的恩典(詩六十七6)――彌賽亞的時代

將降臨，世界將擁有平安的盼望！這就是詩人禱告

的內容，讓我們從以下三個角度去思想詩人所報的

這個好消息：

一、願神賜福祂的子民 (詩六十七1-2)

詩篇六十七篇1節說：「願神憐憫我們，賜福

與我們，用臉光照我們。」這是一首以色列集體求

神賜福的祈禱詩，六十七篇中的願字在《和合本》

中重複6次，在英文的《新國際版譯本》中重複了

7次。這首詩的經文結構中所呈示的相反對稱(見下

圖，ABCB'A')，與首尾的平行(A//A')帶出了以下兩

項重點：

第100期數主恩

共振宣道論
(詩篇六十七篇)──
願神的計劃快快實現！
李定武

1. 懇求神賜祂子民，期望祭司「祝禱之福」

(詩六十七1)

詩篇六十七篇1節是用祈求的形式來表達的，

鼓勵神子民要信靠神，並求祂多多賜下恩惠，因為

A 願神賜福（1-2節）

  B 願神納入萬民（3節）

 CL C 懇求神的治理（4節）  CL

  B’願神納入萬民（5節）

A' 願神賜福（6-7節）

詩篇六十七篇的經文結構 (ABC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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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萬國得知你的救恩。」加爾文滿有智慧地認定

「你的道路」是指神的約，那是救恩的泉源。3 惟
有在神約中的人才得以享受神「約中之愛」(hesed, 
音譯「哈塞德」)。4

從第2節起，詩篇六十七篇的方向由神的社團更

進一步轉向神的「未得之民」，預表基督國度的來

臨。神賜福祂子民為要應驗一項終極的應許――願

神賜祂百姓的恩澤顯露無遺，好叫萬民都矚目。

神的社團要向世界及萬國持續的開展，詩篇六

十七篇2節的這個觀念，預表基督國度將無限制地擴

張，直到主的再來，即彌賽亞國度的降臨！在基督

的國度中，全世界將被神領養，進入一個與神的特

殊關係中。因此詩人一開始就特別求神賜下福份――

「用臉光照我們」(詩六十七1)――因為若沒有依靠神

供應的經驗，我們就無法向萬民述說神的恩澤。5

神賜以色列人得知聖約的恩典(詩六十七2)，以

約中無比之愛愛他們。這個字「得知」(yada)，就是

認識――在詩篇六十七篇2節中重複2次，針對神的

救贖來說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字――指對神賜人生命

知識上的認識。甚麼是神要求祂子民的認知呢？

第一，以色列蒙神特別的賜福。

以色列是神的選民，是首生者，蒙神先賜得知

聖約的恩典，因此他們有責任將神的恩澤(亞倫祝禱

之福)傳揚到列邦，讓萬民能一同來讚美神。今日的

基督徒是真以色列人，因此，我們的第一項認知就

是要以生活見證基督恩典引人歸主，與世人同享

神約中之愛。

第二，喚醒世人讚美神的使命。

摩根 6 看重詩篇六十七篇2節開始的「好叫」一

詞，認為這是「道盡神心意的一句話」，指出「神

子民的使命」。詩篇六十七篇的中心思想乃是神

賜祂子民的恩澤顯露無遺，叫世人因矚目而歸向

祂。這也是全卷詩篇的一個主題，更是舊約的一個

主題。因此今日基督徒的第二項的認知乃是靠基督

恩典傳遞對救贖的認知，喚醒世人讚美神。這是

神子民的大使命。

感謝主，基督賜神的百姓不但得知聖約的恩典

(詩六十七2)，同時祂也眷顧未得之民，應許賜他們

喜樂的恩典(詩六十七4)。

神是人唯一的供應與能力的泉源 。1

這首詩的鑰句是「神……賜福與我們」(第1, 6, 
7節)，共重複3次；加上一句「用臉光照我們」，這

提醒讀者本詩的中心思想在於期望(或響應)大祭司

亞倫的祝禱(民六24-26) 。2 在傳統上，民數記六章

這個大祭司的祝禱乃是以色列人最高級次的祝福。

該禱文共有3節，論及祭司如何向耶和華禱告，祈

求保護(民六24)、恩惠(民六25)與賜平安(民六26)，
逐漸進入祝禱的高潮。

詩篇六十七篇的作者為甚麼要強調神的子民要

多多求神賜福？賜甚麼福呢？首先，作為神的選

民，以色列人需要神賜得知聖約的恩典(詩六十七

2)。其次，賜這恩典的原因有以下二點，都是為要

從神得能力，遵守神的約作個屬神的子民：

第一，為提醒神子民蒙神賜福的原因――作神

選民的恩典。換句話說，神賜福以色列，為要應驗

一項特殊的應許──神賜恩典給祂選民，過與神

立約、屬神團體的生活。作神選民有特殊的福份

與義務：他們有責任享受神賜的約中之福，也能在

生活上彼此鼓勵，過一個蒙神保守、討祂喜悅而守

約的團體生活。這正是希伯來書十章24節的勉勵：

「又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

第二，為提醒神子民在團契中的責任――彼此

見證神的恩典。神賜祂子民「福份」，不只是要

他們個別的、自私的享受這些恩典；而是要像團

契中其他信徒一樣見證這恩典。詩人只將六十七

篇中的「你」字(7次)用來描述全權的「神」，目

的是：一、要求神的百姓學會「捨己」，將「你」

(自己)轉變成「我們」(重複6次)，大家不分你我，

視自己與其他信徒同屬一個神的社團，同享神的賜

福；二、提醒神子民應用的重要：讓基督社團中被

「你」所接觸的人，蒙保守持續成為「我們」――

都屬神的社團中的一員――能一同敬拜真神。

讓我們了解詩人的心意，在生活上操練傳遞神

的福份，這正是神賜你我這群真以色列人的宣教計

劃！

2. 好叫世界透過神子民，得享「約中之福」

(詩六十七2)

詩篇六十七篇2節說：「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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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願神眷顧未得之民 (詩六十七3、5)

詩篇六十七篇3、5節是詩人重複的一個禱告：

「神啊，願列邦稱讚你，願萬民都稱讚你。」神賜

詩人預言的靈(徒二30-33)，懇求神眷顧未得之民，

賜應許喜樂的恩典，藉著祂的百姓去將約中之福

傳遞給列邦，好顯明神的愛，召集他們一同來讚美

神。「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

一切信祂的人，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約三16)
這個偉大的真理――神愛世人――是神救恩計劃的

原動力，因此配得人的讚美。

萬國萬民為何喜樂？(詩六十七4)乃因神的計劃

讓萬國的人的罪得赦免，心中寧靜而滿足！神眷顧

未得之民，因此祂選擇藉施恩給祂的子民，讓外邦

人看到祂的恩澤，受吸引而來歸向祂。這項奇妙的

計劃是神的設計，具有以下兩項特點：

1. 這是一件前所未有的新事──「共振的讚美」

神藉賜福祂的選民為媒介，將福氣傳給列邦萬

民。「稱讚你」這句話重複4次，它的強度可從三

個角度來體會：

第一，從文學結構來看。

首先，詩人說：「願列邦稱讚你」(詩六十七3
上)；其次，他加上相同意念的禱告：「願萬民都稱

讚你」(詩六十七3下)；然後，詩人再將這個驚歎句再

重複一次(詩六十七3上、下；詩六十七5上、下)。

第二，從經文本身來看。

詩篇六十七篇2及4節中有兩個重要的字：2節
中「得知」重複2次，表明真正的得救；及4節中的

「喜樂」(註：《合和本》譯作「快樂」)，顯出當

人的罪得赦免，蒙神救贖後的喜樂，以及重生的真

實與感恩的真誠。

第三，「稱讚」的強度：前所未有的。

首先，讚美的強度不凡。結構上「稱讚」的

重複出現，顯示「稱讚」的強度：4次的重複指出

讚美者高昂的情緒。當神恩待祂的子民時，百姓受

感讚美神：除了以色列的讚美之外，列國也同時加

入。神的百姓與後來加入的未得之民，一同聯合

齊步讚美神！這在物理音波學上稱之為「共振」。

筆者將這種讚美，叫作「共振的讚美」，是特殊

的，是強烈的，肯定是討神喜悅的。詩篇四十六篇

10節說：「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

遍地上也被尊崇。」

這就是神子民同心行動的共振所產生的能力，

這種現象促使敬拜的禮儀進入高潮；這是最合適的

敬拜。

其次，讚美的內涵出奇。從以上經文所示，我

們看出讚美的內涵指出信仰的真誠，有兩個因素：

「得知」指出萬國都參與神救贖的認知(詩六十七2, 
2)，重複了2次。詩人告訴我們：列邦會宣告神所賜

的好處，並勉勵他們有「感恩」的行動。另一個因

素，「喜樂」表明了與神和好、罪得赦免的歡呼(詩
六十七4)。

加爾文說：「我們不可能以合適的方式稱讚

祂，除非我們的心思是『寧靜』的(罪得赦免，內在

的安寧)，而且是『喜樂』的。人當與神和好……因

救恩的盼望得到生命的動力……。」 7 神選召外邦

人的這件事實，能帶給人喜樂。

2. 這是神賜福全人類的計劃――透過大使命

神賜以色列的宣教使命是藉主耶穌的門徒去實

踐的。聖經中充滿了「神救贖的信息」，論到神賜

福全人類的計劃，至少有下列四處極為重要的信

息：

第一，神呼召亞伯拉罕(創十二1-3)；
第二，主賜下大使命(太二十八16-20)；
第三，神藉保羅傳出神對人類的計劃 (弗一

3-14)；
第四，神藉詩篇六十七篇陳明祂對以色列的

宣教使命――祂要藉神百姓蒙恩典的見證來吸引萬

民，讓所有的人能以相同的頻率引發讚美的「共

振」，進入讚美的高潮。

難怪加爾文在註釋這首詩時，開門見山就說：

「這是一個為教會求福的禱告；教會除了在猶大地

蒙保守之外，她會成長成為一個新的、從未有過的

社團，此詩提及神的國度在主基督來時，將在世上

被建立起來！」 8

感謝主，基督不但賜神的百姓得知聖約的恩典

(詩六十七2)；祂也眷顧未得之民，應許有喜樂的恩

典(詩六十七4)；不僅如此，基督還賜原被咒詛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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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從本詩的內、外兩個中心來思想那將要

來的盼望：

1. 人類的盼望──基督再來的迫近

第一，顯明神的治理──恩慈的屬性(詩六十七4)。

詩篇六十七篇4節是詩篇六十七篇的結構中

心，詩人藉四個詞描寫那未來國度中神的治理：

「喜樂」(詩六十七4上，「願萬國都快樂歡呼」)；
「公正」(詩六十七4中，「因為你必按公正審判萬

民」)；「審判」(詩六十七4中，「審判萬民」)；
「引導」(詩六十七4下，「引導世上的萬國」，指

神治理人)。這四個詞也表明耶穌基督的屬性；祂

願以公正審判萬民，治理神國；因此人有義務敬拜

神。

第二，期待神榮耀的顯現──「廢掉冤仇」(詩

六十七6；弗二15)。

詩篇六十七篇 6節上說：「地已經出了土

產」，「已經出了」是本詩中唯一的過去式。在舊

約中「地」代表生活型態(申四5，「使你們在所要

進去得為業的地上遵行」)，也代表「盼望」(詩六

十七6上)與應許。

當亞當犯罪之後，神對他說：「地必為你的緣

故受咒詛」(創三17中)。當詩人在此宣告：「地已

經出了土產」，表明地的咒詛已被除去了(創四11-
12)，田地就豐富起來。這是莫大的好消息！這代

表一種新的生活方式開始：基督「以自己的身體廢

掉冤仇」(弗二15)，人心開始歸向神，神的選民與

地更新的恩典(詩六十七6)。

三、主耶穌啊，我願你來！ (詩六十七

4、6-7；啟二十二20)

詩篇六十七篇4節：「願萬國都快樂歡呼，因

為你必按公正審判萬民，引導世上的萬國。」詩篇

六十七篇6-7節：「地已經出了土產；神，就是我們

的神，要賜福與我們。神要賜福與我們，地的四極

都要敬畏他。」

這首詩篇的結構指出兩個中心：

第一個中心是內中心(詩六十七4)：基督恩慈的

治理，使萬國喜樂、歡呼。第4節被兩個重複句(詩
六十七3、5)框住，帶出「列邦∕萬民稱讚你」的結

果。這是詩人根據神的應許特別強調的重點：當列

國看到神恩慈的治理帶來何等的福祉時，萬民會甘

心榮耀祂！

第二個中心是外中心(詩六十七6-7 // 詩六十七

1-2)。這是一對因果律(1-2節是禱告；6-7節是禱告

的結果)：因為以色列願與神同工――將自己蒙福的

見證與對救贖的認知傳遞給列邦――所以神賜福萬

國萬民。不但如此，「地」(詩六十七6上)的更新也

指向一個終極的盼望：彌賽亞時代的來臨！

基督應許賜大地更新的恩典(詩六十七6)引進彌

賽亞的時代。耶穌基督應許屬祂的人，祂必再來，

祂說：「在我父的家裏，有許多住處……我去原是

為你們預備地方去。我若去為你們預備了地方，就

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裏去」(約十四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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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邦人之間的牆被除去了，那未來更美之事的應許

――彌賽亞時代的來臨！

當列國看到神恩慈的治理福祉時，願他們因主

而歡樂，「地的四極都要敬畏他」(詩六十七7下)。

2. 神計劃的實現──彌賽亞時代的來臨

啟示錄二十二章20節下說：「阿們！主耶穌

啊，我願你來！」這句話原文可譯作：「來，主，

耶穌！」約翰用的是現在命令式，代表一個眾聖

徒的請求。他的口氣似乎與保羅的用法相同(林前

十六22)「主必要來！」﹝亞蘭文「馬拉拿沙」

(Maranatha)﹞這是一句初期教會用來呼求主快再來

的用語，指向神的榮耀同在。詩篇六十七篇有兩點

值得我們注意：

第一，它並沒有指向彌賽亞，卻預期著一個榮

耀的盼望――「人」與「地」的更新。眾聖徒期待

著一個榮耀的彌賽亞時代的來臨，那時猶太人與外

邦人都將有份於神榮耀的同在。

第二，甚麼是屬神百姓真正的使命？

答案是：願神藉祂百姓蒙恩生活的見證喚醒

萬民歸向祂。神給以色列的宣教使命實際上就是要

促成「共振的賜福」。讓我們帶領未得之民藉「得

知」神的約，得享救恩的「喜樂」，好一同向神獻

上「共振的讚美」！

感謝主，基督不但使屬神的百姓得知聖約的恩

典(詩六十七2)；祂也應許未得之民喜樂的恩典(詩
六十七4)；而且基督還賜原被咒詛的大地更新的恩

典(詩六十七6)！基督的恩典消除了人墮落本性所

帶出的後果。願神賜福祂的子民；願神眷顧未得之

民；主耶穌啊，我願你來！

今日作為神兒女的我們，一面享受神對以色列

人那無比的約中之愛，另一方面，我們也有責任

向我們周圍的人傳遞這個福氣，幫助他們得到這種

愛，對神救恩有所認知。

當神的百姓談到基督的恩典時，普世的讚美聲

將響徹雲宵，上達天庭。我們只有兩個心願：一、

願神豐盛的福份，使祂百姓受感讚美神；二、願列

國萬民加入，與我們一同讚美神，將敬拜禮儀帶進

高潮，討榮耀的神喜悅。

我們這群屬神的子民，要藉基督的恩典，將神

的賜福傳遞萬邦，將我們對救贖的認知傳揚世界；

願神領未得之民進入神國；我們要一同向祢獻上

「共振的讚美」！

這就是神對以色列的「共振宣道論」。我們相

信：神的恩澤藉祂百姓顯露無遺，使列邦加入讚

美神。這種「共振的能力」是極大的，讓我們盡上

真以色列人的責任，願神的計劃快實現！

這「共振宣道論」的觀念也許就是魯益師(C. S. 
Lewis)所說的，將來神的百姓在天堂會有「與神同

舞」(Divine Dance)的喜樂！詩人鼓勵我們要盡上人

的責任，讓我們現在就操練參與「共振的賜福」，

好在將來享受在天堂與神同舞的喜樂；一同「共振

讚美」，榮耀神。

懇求神的計劃快快實現，願彌賽亞時代早日降

臨。主耶穌啊，我願你來！讓列邦萬民一同共振讚

美你！主，耶穌，願你快來！

筆者註：筆者謹以此文獻給王永信牧師、師母，

他們過去四十多年來對筆者夫婦在屬靈生命上有

極大的影響，也一直是筆者事奉上的榜樣。四十

年前與王牧師的一夕談，促使筆者走上文字工作

的道路，至今也沒有後悔。他們對耶穌基督的熱

愛及一生對宣教的負擔，與對神忠心服事、不計

較名利的態度，引發筆者夫婦對服侍神國心態的

「共振」，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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