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主日講道撮要 (7-2-2021)  主題：耶和華作王  

講員/撮要：楊家傑牧師  經文：詩 93：1-5 

引言： 

 疫情中「我與它」、「我與他」、「我與祂」的關係。

 縱然疫情的防疫措施讓各種群體活動及宗教聚會要暫停；也讓我

們更重視和珍惜人際之間的關愛。

 作為基督徒，我們更要着緊維持與神的關係，以神的國度為中

心，以神國的事為念！

 以下是信徒在疫情下三個生活反思問題：

1. 我們信靠的是一位怎樣的神？

2. 我們信仰的能力是來自哪裏？

3. 神臨在祂子民的崇拜中！

 《聖經》由開首卷至壓軸卷的主題都是：神是王(出5:18; 詩103:19; 啟9:6)

本論： 

經文結構 

 詩篇第 47 篇、93 篇、96 至 99 篇是「耶和華作王詩」，相關詩句

包括：詩 47:2、7，96:4、10 和 99:1 上。

 詩篇93至100篇是「讚美耶和華的統治」，相關詩句包括：詩95:1-3。 

 更根據詩篇的說話和對象，詩人是在公開的敬拜聚會中向著會眾

宣告(詩 93:1、4)，以及向神宣認 (詩 93:2-3、5)！

一. 讚美耶和華為王的威嚴

「1 耶和華作王！祂以威嚴為衣穿上；耶和華以能力為衣，以能

力束腰，世界就堅定，不得動搖。2 祂的寶座從太初立定；祂從

亙古就有。」(詩 93:1-2)

 「耶和華作王」(詩 93:1 上)開宗明義地宣告神的王權，並且五次



重複「耶和華」這名稱，包括：作王、能力、得勝、在高處、法

度 (詩 93:1 上、中，2 上，4 上，5 上)。 

 這是一個帶有王權的宣告 (賽 52:7)！

 神是從太初、亙古所立定的王 (詩 93:2)，以威嚴為衣，以能力束

腰治理萬有的大君王 (詩 93:1)。

 祂的寶座立定，故世界就堅固，不得動搖 (詩 93:1 下)。

 自然界亦顯明神是偉大的創造主：宇宙星體的按軌道運行、太陽

的熱力不差分毫、地球四季往復變化、宇宙穹蒼、繁星皓月、萬

物更替都在一一讚美主的偉大 (羅1:20)，以及祂對世人的眷顧 (詩8:3-9)。 

生活反思：我們所信靠的是一位怎樣的神？ 

「我知道，祢萬事都能作；祢的旨意不能攔阻。」(伯 42:2) 

「我從前風聞有祢，現在親眼看見祢。」(伯 42:5)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初期，人心惶惶，人人千方百計搶購口罩和酒

精、超市的廁紙和白米貨架被搶購一空。一個疫情暴露了人性的

軟弱和信心的渺小！

 基督徒信仰應要的立足神和祂的話語，而不是單單追求神所賜平

靜安穩的生活；

 正正因為我們遭遇到疫情的衝擊，以及生活面對的艱難而深切反

省自己的信仰光景！

 當神不按我們的祈求成就，我們還會堅持我們的信仰？堅定對神

的敬虔嗎？生命的難關能否揭示我們信仰的基礎？當面對失

去、哀慟、無助、驚慌、身心疲憊，我們的信仰會否不堪一擊？

 相反，我們更要定睛注目、堅信那位坐著為王，以能力束腰，掌

管宇宙萬物的神！種種困難正是引導我們走上那十字架的窄

路，操持我們更敬虔地愛主，操練我們更堅心倚靠那位使世界堅

定不得動搖的神！

「洪水泛濫之時，耶和華坐著為王；耶和華坐著為王，直到永遠。」

(詩 29:10)

二. 讚美耶和華為王的能力：

「3耶和華啊，大水揚起，大水發聲，波浪澎湃。4耶和華在高處

大有能力，勝過諸水的響聲，洋海的大浪。」(詩 93:3-4)

 詩人頌揚和宣告耶和華大有能力，能戰勝一切敵擋神的勢力。



 詩人三次重複敵對神者的力量，包括：「大水揚起」、「大水發聲」

及「波浪澎湃」 (詩 93:3)；此外，「大水」(詩 93:3)指眾多河流、

「諸水」(詩 93:4)指極多的水、「洋海」指自然界的川河和大海；

都是象徵抗拒神統治的敵人。

「9 祢管轄海的狂傲；波浪翻騰，祢就使他平靜了。10 祢打碎了

拉哈伯(即埃及)，似乎是已殺的人；祢用有能的膀臂打散了祢的

仇敵。」(詩 89:9-10)

 他們也是攻擊神子民的敵人（亞述王）「因此，主必使大河翻騰

的水猛然沖來，就是亞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勢，必漫過一切的水

道，漲過兩岸。」(賽 8:7) 但我們不可輕視這些敵擋耶和華的假

神偶像和強而有力的敵人！

 然而，詩人立即指出：「耶和華為王的能力」足以勝過有如「洶

湧的波濤」和「大水洋海」的敵人；因為「耶和華在高處大有能

力，勝過諸水的響聲，洋海的大浪。」(詩 93:4)

無論敵人力量如何強大，都必定受制於耶和華的「大有能力」之

下 (詩 93:4)！

 詩人又在(詩 93:1 下)讚頌耶和華統管世界的威嚴和權柄：「世界

就堅定，不得動搖。」

 今天，無論世界如何動盪不安，價值觀如何被顛覆，我們深信所

信靠的耶和華絕對有能力勝過這一切。(可 4:39、41)「住了吧！

靜了吧！」記述耶穌平靜風浪的能力，以及(腓 2:10 下的-11 上)

「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無不口稱耶穌為主。」記述了耶穌的權能！

生活反思：我們信仰的能力來自哪裏？ 

 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可能可以直接以既有的「聖經知識」回答，

例如：「倚靠神」、「靠着聖靈」、「靠着祈禱」等！

「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腓 4:13)

「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並要在此警醒不倦，為眾聖徒

祈求。」(弗 6:18)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徒 1:8 上)

 然而在現實上，我們也會面對天災人禍、社會不公義、個人成長

或原生家庭的傷害、教會領袖軟弱跌倒、家人硬心敵擋主，以及

屬靈爭戰失敗；如果基督徒的信仰有如沒有根基的房子，被雨淋

風吹便會倒塌 (太 7:24-27)！是因為我們的信仰只有「聖經知



識」，郤沒行道、沒有活出信仰的生命見證！ 

 弟兄姊妹，我再次懇切勉勵大家參與教會系統栽培，裡面包含了

生命成長的八個重要元素，包括：

1. 教會生活 5. 主愛我家，我家愛主

2. 禱告訓練 6. 門徒訓練

3. 傳揚福音 7. 領袖訓練

4. 擊開捆鎖 8. 靈命塑造

三. 讚美耶和華為王的同在

「耶和華啊，祢的法度最的確；祢的殿永稱為聖，是合宜的。」

(詩 93:5)

 詩人最後讚美「耶和華為王」是祂的同在。

 神不單只站在高處觀看、統領和管治 (詩 93:4)，而是藉祂的法度

和聖殿 (詩 93:5) 確立了「與人同在」。

 「法度」直譯是「見證」，可指「十誡」的法版：「15摩西轉身下

山，手裡拿著兩塊法版。這版是兩面寫的，這面那面都有字，16

是神的工作，字是神寫的，刻在版上。」        (出 32:15-16)

 十誡的頒佈是指明屬神的子民要留心遵行耶和華的律例  (申

6:17)，帶來人心的甦醒和智慧 (詩 19:7)。

 今天，神也藉著祂的話語啟示祂的同在，見證神與人關係同行的

指引(詩 119:105)，因為神的法度是最可靠，神的能力保證祂的話

語不會失效！

「我口所出的話也必如此，決不徒然返回，卻要成就我所喜悅

的。」(賽 55:11 上)

 此外，詩人也歌頌耶和華的殿永遠為聖(詩 93:5)

「聖」是指「分別出來」，聖殿亦比喻作神榮耀的臨在，神的子

民當向祂的殿下拜 (詩 138:2)！

生活反思：神臨在祂子民的崇拜中 

 在這疫情肆虐期間，教會未能有實體崇拜，本堂弟兄姊妹要各自

留在家人聆聽錄音在家中崇拜。

 我們反思，是否真能以「心靈和誠實」在主日守聖日，在家人建

立敬拜的祭壇？能體會神臨在我們的崇拜之中嗎？

 神是創天造地的全能真神，祂無所不知、無所不在，祂知曉我們



一切行動和思想 (詩 33:18, 139:23-24)！ 

 我們知道崇拜不一定要在有形的建築物(教會)內進行。所羅門王

已明白這道理，因此祈求神垂聽自己的禱告(王上 8:30)，並且神

是知道世人的心 (代下 6:30)。

 在新約中，耶穌的救贖使我們能進入至聖所 (太 27:51)，更藉耶穌

作為大祭司使我們能進到神施恩的寶座前 (來 4:15-16)。

 故此，我們要有信心，縱然是在家中各自崇拜，神是真真實實的

臨在我們的家中！因為「16...你們是神的殿，神的靈住在你們裡

頭麼？17 …神的殿是聖的，這殿就是你們。」 (林前 3:16、17)

 我們在家中要謙卑地以心靈和誠實敬拜神，在生活上讓神居首位，

心中尊主為王，遵行神所喜悅的「當記念主日，守為聖日」(出 20:8)。

敬拜那位全能、全知、全聖、滿有榮耀、威嚴和權柄的大君王！

 我鼓勵弟兄姊妹操練屬靈的紀律，在家中也要定時 (主日上午

10:30)崇拜，讓你的家成為聖殿，成為教會。除了宣告「基督是

我家之主」外，更要宣告：「我的家庭是敬拜讚美的地方，是聖

靈居住的所在，是神話語充滿的聖殿！

結語： 

 「耶和華必作王，直到永永遠遠！」(出 15:18)

「耶和華作王！…世界就堅定，不得動搖。」(詩 93:1)

 我們不知明天如何，只管努力「撒你的種」(傳 11:6)，

將我們的家變為教會！

奉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