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 8月 2 日，苏黎士活泉教会主日敬拜。诗篇 Psalm14:1-7 

• 大卫以第一人称，代表上帝指责人内心的邪恶，及他们心里对上帝的藐视。在诗篇结束前，大卫以救赎

的盼望，安慰自己和其他敬虔的人，尽管他们眼前所看到的都是令人忧伤及痛苦的混乱，但他深信上帝

会很快提供他们救助，并带给他们快乐。 

• 许多犹太学者为了掩盖自己民族的丑陋及不敬虔的历史，他们就宣称这诗篇是预言以色列国被外邦人统

治与逼迫的事，但是使徒保罗在罗马书(3:10-18)引用这段经文时，他明确地针对那些生活在律法以下的

犹太人(罗 3:19)。即使保罗没有引用这段经文，但从这诗篇的结构来看，我们也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大

卫是指当时以色列国内的暴政对真信徒的迫害，过于指外邦人对以色列国的迫害。 

• 大卫所描述的是当时以色列国凄凉悲惨的光景，也就是扫罗开始公开疯狂地肆虐的时代。那时以色列国

完全陷入黑暗，一切对上帝的思念已经从人的思想中扑灭了，敬虔的事已经消失了。 

• 当我们看到教会中发生邪恶的事，假冒为善的人借用上帝的名发挥自己的野心，又以不公义的手段折磨

那些善良及信心单纯的人时，我们必须从大卫的例子得坚固，好让我们依然确信，上帝最终会将祂的教

会从恶人手中拯救出来。 

 

诗 14:1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 

Der Tor spricht in seinem Herzen: Es ist kein Gott! Sie haben verderbt gehandelt, sie haben abscheulich 

getan; da ist keiner, der Gutes tue. 

• 愚顽人： 

o 在原文中，这个词不是指一般所说的‘愚昧’，而是指一个在上帝眼中任性、邪恶，及卑鄙的人。他

们不仅亵渎上帝，扑灭了对上帝一切的畏惧，而且还沉溺于各种的邪恶。大卫在这里并非责骂他

的仇敌为愚蠢的人，而是痛诉那些自以为有智慧之人的疯狂和刚硬。 

▪ 我们经常看到那些被世界评价为有卓识和智慧的人，行事傲慢，并且使用他们头脑的灵活

和才智来藐视嘲弄上帝。 

▪ 因此，不管这个世界以多么夸张的方式赞扬这些狡猾及耍心机的人，就是那些许可自己处

在各样邪恶中的人，我们知道，圣灵谴责他们是愚眛的人，因为藐视上帝的人比野兽更愚

蠢。 

o 如果一个人还保留一点点的诚实，他一定会有最基本的谦卑，并会阻止与禁止自己完全忽视他们

良心的谴责。因此，当不敬虔的人允许自己随心所欲，并大胆放肆地做尽他们心中所想的恶事，

甚至一点的羞耻感都没有时，这就证明他们是上帝所要定罪的人。 

• 心里说没有神： 

o 他们或许没有利用他们的口去宣告这句亵渎上帝的话，但从他们的生活中那无节制的放纵，就可

以清晰地说明他们并没有把上帝放在他们的心里。 

▪ 大卫并非指‘无神论’的宣称，而是指那些心里没有善良，也不行善的人，他们对上帝不仅

没有畏惧，还以歌唱安慰自己的人。虽然他们心里带着各种恶念，但他们却公然指着上帝

的名参与教会的事奉。对他们这种行为的唯一解释就是，他们心里说“没有神”。 

▪ 他们可能没有完全否认上帝的存在，但他们却想象一位封闭在天上的上帝，也剥夺了祂一

切公义的属性和能力，他们相信自己将永远不会来到上帝面前受审判。 

• 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 



o 大卫在这里指出，一个心里说“没有神”的人，会给自己一切自由去发挥自己心中的欲望，因为他

们不再顾及上帝的审判，所以他们大胆地扭曲与违背了律法的命令，使自己的生命完全被玷污

了，以致他们与别人交往时，从来不考虑正直，甚至抛弃了一切善行的本份。 

 

诗 14:2 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  

Jehova hat vom Himmel herniedergeschaut auf die Menschenkinder, um zu sehen, ob ein Verständiger da 

sei, einer, der Gott suche. 

• 耶和华从天上垂看:  

o 大卫为了俯就我们有限的理解能力，就将上帝比作一个世上的法官，他为了要知道犯人做了什么

恶事，就必须仔细地查验他眼前的一切证据。 

o 大卫安慰我们，恶人从来不会从他们的自我奉承和自欺获得什么益处，因为上帝从天上垂看一

切，祂必定按照自己的旨意，在审判中彰显自己的公义。同时大卫也教导我们学习谦卑，纵然世

人常以假冒为善的行为遮掩自己的罪行，但是凡属于上帝的儿女，必须顺服上帝的召唤，真诚地

来到上帝的审判台前，祈求赦免罪过的恩惠，因为上帝已经从天上垂看一切，祂也必定已经看见

我们在地上所做过的一切事。 

▪ 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 

o 一个蒙上帝喜悦的生命，必须是个对真理有正确明白的生命；一个明白真理的生命，也是个寻求

上帝喜悦的生命。 

o “寻求神”的意思是，一个人完全以上帝为自己一切的满足和喜乐的源头，并愿意将自己完全献给

上帝，专一地依靠祂。 

 

诗 14:3 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  

Alle sind abgewichen, sie sind allesamt verderbt; da ist keiner, der Gutes tue, auch nicht einer. 

▪ 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 

o 世人在这里被谴责为有罪的，因为他们违背了上帝的律法，离弃了上帝所指明得生命的道路，他

们偏离正路的结果是，他们的生命被各式各样的欲望捆绑，以致在他们的整个生命中再也找不到

纯洁或正直的属性。 

▪ 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 

o 这样的败坏不仅发生在一小部份的人身上，而且普遍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没有一个例外。 

o 大卫所责备的人，是那些只在肉体上做上帝子民的以色列人，然而上帝为祂自己的荣耀所保留的

那些小部份的真信徒，并不被包括在大卫所责备的人之内。因此，保罗在罗马书 3：10，以这句

话来指所有没有被圣灵重生的人，其中包括了不信的犹太人和外邦人。 

▪ 罗 Römer 3:10 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 "Da ist kein Gerechter, auch nicht einer; 

o 然而，我们一出生，这样的愚顽和污秽就已经占据了我们整个生命，直到上帝借着祂奇妙的恩典

重生我们，我们才有能力追求良善的心意和行为。 

 

诗 14:4 作孽的都没有知识吗？他们吞吃我的百姓，如同吃饭一样，并不求告耶和华。 

Haben keine Erkenntnis alle, die Frevel tun, die mein Volk fressen, als äßen sie Brot? Jehova rufen sie nicht 

an. 



• 大卫在前一节已经说明，上帝从天上垂看世人的所作所为，并发现所有人都偏离了正路；现在大卫表达

上帝的惊叹：“人类怎么会那么癫狂，他们岂不是应该珍惜彼此相爱的机会，并在各样工作上尽全力互相

善待吗？但他们如今却像野兽一样，难道他们连基本的人性都丧失了吗？”。 

• 实际上，上帝并没有被人的行为激动，当祂表达自己处在惊讶中时，祂是要我们对自己的罪感到极大的

羞耻和恐惧。 

• 不求告耶和华: 

o 大卫再次指出这种放肆的邪恶源头就是，人在心里不再尊主为大，也不敬畏祂。上帝的律法是教

导我们操练正义和良善的最好导师，倘若任何人扑灭了上帝普遍放在人心里的律法之功能，一切

有关公义良善的事就会从他们心中消失。 

o 这句话证明大卫在这诗篇中所针对的恶人并非外邦的暴君，而是当时那些在百姓当中作君王和领

袖的人。因为这些牧人，也就是那被托付去履行喂养与看守上帝羊群的人，残忍地吞噬他们所应

该看顾的羊群，这是极其邪恶悲惨的事。 

o 上帝在弥加书也有类似的责备： 

▪ 弥迦书 Micha 3:1-3 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们要听！你们不当知道公

平吗？你们恶善好恶，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吃我民的肉，剥他们的皮，打折

他们的骨头，分成块子像要下锅，又像釜中的肉。  

▪ Und ich sprach: Höret doch, ihr Häupter Jakobs und ihr Fürsten des Hauses Israel: Ich es 

nicht an euch, das Recht zu kennen? Die ihr das Gute hasset und das Böse liebet; die ihr 

ihnen die Haut abziehet und das Fleisch von ihren Gebeinen; und die ihr das Fleisch 

meines Volkes fresset, und ihre Haut von ihnen abstreifet, und ihre Gebeine zerbrechet 

und zerstücket wie in einem Topfe und wie Fleisch inmitten des Kessels. 

o 这篇信息教导我们，当人假装成为上帝的牧人，却以恶毒及残忍的手段对待敬虔之人时，那是何

等招惹上帝愤怒的事。 

 

诗 14:5 他们在那里大大的害怕，因为神在义人的族类中。 

Da überfiel sie ein Schrecken, denn Gott ist unter dem gerechten Geschlecht. 

• 他们在那里大大的害怕: 

o ‘那里’是表达恶人最终被上帝审判的处境。我们在圣经中也看到，上帝会突然以祂的报复攻击那些

肆无忌惮地行恶的人，用内心的折磨来使他们惧怕。 

▪ 利 3 Mose 26:17我要向你们变脸，你们就要败在仇敌面前。恨恶你们的，必辖管你们；

无人追赶，你们却要逃跑。  

▪ und ich werde mein Angesicht wider euch richten, daß ihr vor euren Feinden geschlagen 

werdet; und eure Hasser werden über euch herrschen, und ihr werdet fliehen, obwohl 

niemand euch jagt. 

▪ 箴 Sprüche 28:1恶人虽无人追赶也逃跑。 

▪ Die Gesetzlosen fliehen, obgleich kein Verfolger da ist; 

▪ 帖前 1. Thessalonicher 5:3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产难临到

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 

▪ Wenn sie sagen: Friede und Sicherheit! dann kommt ein plötzliches Verderben über sie, 

gleichwie die Geburtswehen über die Schwangere; und sie werden nicht entfliehen. 



o 我们看到这些作恶的人仿佛就是他们自己的折磨者，尽管外面没有迫害，但他们却经常陷入严重

的焦虑。因此，大卫以这个美好的盼望鼓励那些敬虔的人——当恶人认为他们不会遭遇任何危

险，而且还能安稳地庆祝他们的胜利时，他们会被突发性的毁灭吞噬。 

• 因为神在义人的族类中： 

o 大卫以上帝的同在为敬虔之人最大的安慰，因为上帝最终不会离弃祂的百姓，并且祂会向世界彰

显自己是祂子民的守护者。 

o 尽管很多时候，上帝看来没有对祂子民所面临的邪恶，采取任何帮助的行动；但是祂依然无时无

刻与他们同在，并且不停施予他们宝贵的恩典，好让那些心里敬虔的人知道自己是单单属于上帝

的族类。 

 

诗 14:6 你们叫困苦人的谋算变为羞辱；然而耶和华是他的避难所。 

Ihr machet zum Hohn den Ratschlag des Elenden, weil Jehova seine Zuflucht ist. 

• 你们叫困苦人的谋算变为羞辱: 

o 大卫责备那些嘲弄真信徒为心思单纯的人，因为他们看到这些信徒在祸患中依然平静地等待他们

所不相信的拯救到来。 

▪ 因此，当非信徒看到上帝的儿女被苦难吞噬时，他们就会嘲笑信徒的信心和等候为毫无根

据的迷信。 

o 大卫也教导我们，如果我们相信上帝不仅是万有的主宰，祂也是所有谦卑之投靠者的保护，那么

我们再也没有更好的决择，比决定顺服上帝的旨意和依靠祂的大能来的更加明智，并且我们在顺

服中也必定会经历到上帝的应许所带来的安息。 

 

诗 14:7 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耶和华救回他被掳的子民那时，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 

O daß aus Zion die Rettung Israels da wäre! Wenn Jehova die Gefangenschaft seines Volkes wendet, soll 

Jakob frohlocken, Israel sich freuen. 

• 大卫借着向上帝哀求帮助来结束这诗篇。可见大卫当时对仇敌夸胜的信心，并非因为他已经获得了自己

所祈求的帮助，而是他在祷告中看到了上帝的荣耀，所以他能够抵挡一切从世俗而来的攻击。 

o 有时上帝为了考验我们的信心，就使我们的困难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o 如果我们在考验中没有谨慎地约束自己的本性，而导致自己的心被许多埋怨和怀疑充满，以致不

合理地否定上帝过去在我们身上许多恩典的记号，又故意抗拒圣灵的感动，我们最终就会弃绝上

帝的恩典，忘记了我们所尝过的天恩。 

o 如果上帝还愿意怜悯拯救我们，祂就不会在我们的心灵没有被预备好之前，使我们获得想要的帮

助，因为我们会以苦毒和不满来接受祂的恩惠，并将祂的恩惠和帮助看为是一种巧合，或是认为

祂将剩下的次等之物给予我们。因此，只要我们的心灵一天没有谦卑顺服下来，上帝的帮助就迟

迟不会到来，免得我们以忘恩的心亵渎祂的恩典。 

o 因此，当我们感到眼前的一切事物都令我们失望时，那就证明我们已经落在不真实的境况中，我

的失望感，不是因为获得或失去外在的事物，而是从我们内心对关系疏离的彷徨而来。这时候，

没有任何人或事物能够解决我们的困境，只有真诚谦卑的祷告才是唯一的出路，因为只有在祷告

中我们与天父的关系才得以和好，也只有在祷告中我们的信心再次得以重建，成为一双手被预备

好来接受上帝的恩典。 



• 锡安： 

o ‘锡安’是基督救恩的表征，上帝应许祂的子民，祂将会在那里垂听他们的祷告；‘锡安’也象征上帝

与祂子民同在的约柜被设立的地方。因此，我们从大卫的祈求知道，大卫从来没有怀疑过他救恩

的源头，他一直都是按照上帝的应许，忍耐地等候救恩的来临。  

• 耶和华救回他被掳的子民： 

o 大卫深信上帝不会一直允许痛苦折磨那些真信徒，他无疑是巩固与鼓励敬虔之人对救恩的盼望。 

o ‘被掳’在这里不是指那些被分散在外邦国家的以色列民，而应该是指那发生在自己国家中的逼迫，

当邪恶的人以暴政统管上帝的教会时，上帝的子民就好像是被俘虏的人。  

• 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 

o 大卫缓解信徒在苦难中的悲伤，好让他们知道一切事情的结局将会是喜乐的。尽管天国的喜乐没

有立刻临到信徒，也没有在今世实现在地上，但是天国的盼望不仅能够坚定信徒走天路的决心，

也能够减轻信徒在今世因苦难而产生的忧伤，所以盼望好像在苦难中加入喜乐的元素，调和了我

们的苦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