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 9月 6 日，苏黎士活泉教会主日敬拜。诗篇 Psalm15:1-5 

这诗篇教导我们，当上帝将祂的圣所放在百姓中间，并为他们规定敬拜的仪式时，祂不是要他们只集聚在一

个指定的地点，只凭外在的仪式满足祂对百姓敬拜祂的要求。其实这些外在的礼仪和物质，是为了帮助与提

醒百姓更加认识上帝对人圣洁的要求，也使他们因意识到自己的软弱和污秽，而愿意更多依靠圣灵的能力，

以公义正直的生活方式，显示他们是已经被上帝分别为圣的人。 

 

诗 15:1耶和华啊，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 

Jehova, wer wird in deinem Zelte weilen? Wer wird wohnen auf deinem heiligen Berge? 

• 许多以色列人聚集在上帝的会幕前过节，大卫也在众多的参与者当中。当大卫看到那些在朝廷中奉承扫

罗，又行诡诈欺压百姓的恶人时，他就在心里向上帝祷告，祈求上帝向百姓显明敬拜的要求，并且帮助

百姓不仅对上帝有真诚敬畏的心，在生活中也愿意借着遵行上帝的律法操练敬虔。 

• 大卫宣告，如果有人自称是上帝的子民，但他们在行为上却没有借着遵行律法显示属上帝子民的记号，

而只是使自己陷入虚妄，那么他们的自称最终不能带给他们任何益处。 

o 上帝是永恒不变的，所以祂的律法和心意也是不变的，虽然祂曾经白白收纳亚伯拉罕，但是上帝

在收纳亚伯拉罕后，立刻要求他过敬虔圣洁的生活。 

▪ 创 1. Mose 17:1-2 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

神。你当在我面前作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 

▪ Und Abram war 99 Jahre alt, da erschien Jehova dem Abram und sprach zu ihm: Ich bin 

Gott, der Allmächtige; wandle vor meinem Angesicht und sei vollkommen. Und ich will 

meinen Bund setzen zwischen mir und dir und will dich sehr, sehr mehren. 

o 如果我们真的渴慕自己被算为属上帝的儿女，圣灵教导我们必须过着圣洁公义的生活，并且不伤

害我们的邻舍。 

• 当我们看到上帝的教会出现邪恶的人时，我们不应该陷入厌恶的情感而离开教会，因为只要教会的信仰

教义依然纯正，正统的敬拜依然保存，我们就不应该因教会中一些人的软弱而被绊倒，以致破坏了教会

的合一。 

o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中教导教会，祂的特殊职份就是在审判的日子临到时，要将绵羊

和山羊分别出来。 

▪ 太Matthäus 25:31-33「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

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 

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 

▪ Wenn aber der Sohn des Menschen kommen wird in seiner Herrlichkeit, und alle Engel 

mit ihm, dann wird er auf seinem Throne der Herrlichkeit sitzen; und vor ihm werden 

versammelt werden alle Nationen, und er wird sie voneinander scheiden, gleichwie der 

Hirt die Schafe von den Böcken scheidet. Und er wird die Schafe zu seiner Rechten 

stellen, die Böcke aber zur Linken. 

 

诗 15:2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 

Der in Lauterkeit wandelt und Gerechtigkeit wirkt und Wahrheit redet von Herzen, 

• 他的行为正直、做事公义： 



o 虽然我们对上帝的事奉应该比对邻舍的义务更优先，就是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及祷告的操练，应该

比对人的善行更重要，但是大卫在这里没有提到信心和代祷，或其他属灵上的献祭，因为他当时

是针对那些假冒为善的以色列人。 

▪ 这是因为那些人为了保持自己敬虔的形象，就会不惜代价参与更多的礼仪，以表现出他们

是对上帝有信心的人，但他们的不敬虔、骄傲、残忍、欺诈，及自私，却在他们日常的生

活中流露了出来。 

o 因此，大卫以诫命的第二面法版作为第一面法版的确据，就是我们必须操练以公义正直的行为对

待自己的邻舍，借此表现出自己是敬畏上帝的人。 

• 心里说诚实话： 

o 诚实和心口如一，是人良心清洁的指标。 

o 上帝并非要我们将自己心里所想的一切事，不管好坏都对人说出来。圣经不仅警戒我们在心里不

可有任何伤害别人的想法，也禁止我们用口作为伤害别人的工具。 

o 上帝要求我们在心里常存对别人的爱，也要透过言语行为使别人得益处。 

▪ 弗 Epheser 4:25;29 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各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

体…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事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 Deshalb, da ihr die Lüge abgelegt habt, redet Wahrheit, ein jeder mit seinem Nächsten, 

denn wir sind Glieder voneinander... Kein faules Wort gehe aus eurem Munde, sondern 

das irgend gut ist zur notwendigen Erbauung, auf daß es den Hörenden Gnade 

darreiche. 

 

15:3 他不以舌头谗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伙毁谤邻里。 

Nicht verleumdet mit seiner Zunge, kein Übel tut seinem Genossen, und keine Schmähung bringt auf 

seinen Nächsten; 

• 大卫教导信徒在遵守爱人如己的诫命上所应当积极操练的事后，他现在向信徒提出在操练爱人如己上所

应当禁戒的行为和恶习。 

• 诽谤或诋毁他人： 

o 大卫将诽谤与诋毁他人的事定为不公义之首，因为这是最容易伤害我们邻舍的事，没有更大的伤

害比亏损他人的声誉来得更严重。 

• 不恶待朋友： 

o "朋友"和"邻舍"不仅局限于那些在我们身边与我们有很亲密来往的人，以及那些与我们建立友情关

系的人，而且指所有与我们有同样人性和本质的人。 

o 然而，当一个人刻意伤害自己身边的朋友和亲人时，他的行为就加倍显出人心里罪大恶极的情

况。 

▪ 提前 1. Timotheus 5:8 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

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 

▪ Wenn aber jemand für die Seinigen und besonders für die Hausgenossen nicht sorgt, so 

hat er den Glauben verleugnet und ist schlechter als ein Ungläubiger. 

• 也不随伙毁谤邻里： 

o 当我们看到一些人正在散播攻击我们邻舍的假见证时，我们经常只是一味地听取他们的意见，或

是在没有深思的情况下，就轻易地接受了他们所说的内容。 



o 然而，我们所应当做的事，就是尽一切的努力压制那些毁谤我们邻舍的传言，并将它们践踏在脚

下。 

 

诗 15:4 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  

In dessen Augen verachtet ist der Verworfene, der aber die ehrt, welche Jehova fürchten; hat er zum 

Schaden geschworen, so ändert er es nicht 

• 他眼中藐视匪类： 

o 大卫指出，那些被上帝允许到圣殿的人，内心喜爱公义，同时恨恶腐败，他们依靠圣灵的能力在

生活中行出公义的善行，同时努力禁止与压制恶事的传播。 

▪ 一个自己敬畏上帝的人，自然就会尊重另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同时会藐视那些藐视上帝的

人。 

▪ 他们藐视那些不敬虔的人，不是因为他们自认自己比他人更好，而是因为他们拒绝任何不

讨上帝喜悦的事，就是他们痛恨一切不敬虔的思想、说话，及行为。 

o 虽然我们不一定有机会或有能力纠正不敬虔之人的思想和行为，但我们却必须禁止自己奉承他们

的恶行，免得上帝使我们与恶人一同被定罪。 

▪ 弗 Epheser 5:11那暗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 

▪ Und habet nicht Gemeinschaft mit den unfruchtbaren Werken der Finsternis, vielmehr 

aber strafet sie auch; 

▪ 赛 Jesaja 5:20祸哉，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

为苦的人。 

▪ Wehe denen, die das Böse gut heißen, und das Gute böse; welche Finsternis zu Licht 

machen, und Licht zu Finsternis; welche Bitteres zu Süßem machen, und Süßes zu 

Bitterem! 

• 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 

o 当一个人从心里尊重那些敬畏耶和华的人时，他表现出一种不平常的美德，因为在一般的情况

下，那些公义敬虔的人是被世人看为卑贱无用的，所以对这样的人表示尊重和同情的人，往往会

使自己也被世人拒绝。 

o 让我们学习不要以一个人的财富，或者他们短暂的尊荣来评定他们的价值，而是我们应该晓得尊

重那些敬虔上帝的人，因为他们在上帝眼中被看为是宝贵的人。 

• 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 

o 敬虔的人会宁愿自己承受亏损和痛苦，也不愿毁坏他们所做过的誓言。 

o 当一个人只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持守他的诺言时，他的行为并不能证明他是公义正直及忠诚的人，

因为当他发现自己所承诺过的事，开始给自己带来不利或造成不便时，他就会想尽办法使自己抽

离他的约定，以便拒绝承受亏损。这就是我们经常看见不忠诚的事发生在我们周围的原因。 

o 因此，大卫严厉地谴责这种不忠实，并且要求上帝的儿女展现出他们履行自己承诺的坚定性。 

o 然而，大卫并非教导信徒作一些机械性及无意义的坚持，好像选择吃亏的行为本身能讨上帝的喜

欢。 

▪ 如果我们发现自己之前的承诺是违背圣经的原则，我们就应该立刻停止继续犯罪，免得造

成对别人的伤害，然后向上帝悔改，并愿意按照地上法律的要求，解决自己先前所犯的错

误。 



▪ 如果我们发现自己之前因被恶人误导而做了带来自己亏损的承诺，我们可以借着地上的法

律，以和平的方式终结这样的承诺，即使自己必须承受一些亏损，也不寻求报复，因为相

信公义的上帝，会按公义审判人的邪恶，祂也借着这件事使我们学习信心的功课。 

▪ 如果我们发现自己之前因心里贪婪及对主有不敬虔的心，而陷入了人的圈套，我们就应该

向上帝悔改，也愿意承受自己犯错的代价，在满足自己所承诺的义务后，才寻求终结自己

的承诺。 

 

诗 15:5 他不放债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  

Der sein Geld nicht auf Zins gibt, und kein Geschenk nimmt wider den Unschuldigen. Wer solches tut, wird 

nicht wanken in Ewigkeit. 

• 他不放债取利： 

o 大卫并非禁止一切借贷获利的行为，而是禁止敬虔的人以高利贷压迫他们贫穷的邻舍。 

o 我们借贷给人不应该纯粹以获利为目的，而是应该以帮助他人为目的，借着我们的借贷，使他们

能够耕种、劳作，及生产，好让我们最终合理地分享他们的成果。 

o 虽然今天狡猾的人类捏造了许多看似合法的取利途径，以推动经济发展的美名掩饰贪婪，大胆地

掠夺他人的财富，但是上帝绝不会被这些诡辩及虚假的借口欺骗，祂必定要审判他们‘流穷人血’的

行为，因为当他们夺取穷人基本的供应时，就等于夺取了穷人的性命。 

▪ 利 3. Mose 25:35-36 你的弟兄在你那里若渐渐贫穷，手中缺乏，你就要帮补他，使他与

你同住，像外人和寄居的一样。不可向他取利，也不可向他多要，只要敬畏你的神，使你

的弟兄与你同住。 

▪ Und wenn dein Bruder verarmt und seine Hand bei dir wankend wird, so sollst du ihn 

unterstützen; wie der Fremdling und der Beisasse soll er bei dir leben. Du sollst nicht 

Zins und Wucher von ihm nehmen, und sollst dich fürchten vor deinem Gott, damit dein 

Bruder bei dir lebe. 

▪ 结 Hesekiel 18:17缩手不害贫穷人，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

要，他顺从我的典章，遵行我的律例，就不因父亲的罪孽死亡，定要存活。 

▪ er hält seine Hand von dem Elenden zurück, nimmt weder Zins noch Wucher, er tut 

meine Rechte, wandelt in meinen Satzungen: der wird nicht wegen der Ungerechtigkeit 

seines Vaters sterben; er soll gewißlich leben. 

• 不受贿赂以害无辜: 

o 大卫禁止敬虔的人学习那些堕落腐败的审判官，他们因为被礼物和奖赏贿赂，以致完全扭曲了律

法和公义，他们为做恶的人遮盖恶行，任凭恶人欺压义人和穷人。 

o 此外，贪婪的审判官也控告那些无辜之人，借此向他们勒索赎金，那些人本该是他们无条件保护

并给予帮助的。 

• 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 

o 这个结论安慰那些心里爱慕上帝，并努力遵行爱人如己诫命的敬虔之人，因为他们将要永远住在

上帝那永不动摇的国度里。 

o 大卫再次警告那些勉强挤进上帝教会的假冒为善者，其实他们只是用诡诈的嘴唇亲近上帝的人，

而不是天国永恒的居民。他们最终将会被剪除，而被拒于上帝的国外，因为上帝与那些背信弃义

及行事邪恶的人相隔遥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