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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 

專欄

文／黎為昇  圖／Jinpaul

進度：詩篇一三○篇5-8節

       直譯經文：

神一定會按照祂的諾言，讓在黑夜等待祂的人重見曙光。

從咒詛到仰望(下)：
從等候中仰望神

yiv.p:n h't>Wiq hwhy yityIWiq 5 我等候耶和華我的心等候

`yiT.l'xAh Ar'b£dil>w 我也等候祂的話。

y"noda;l yiv.p:n 6 我的心向著我的主

r,qoB;l ~y§r.moFim 勝過看守者向著早晨

`r,qoB;l ~y§r.mov 看守者向著早晨。

hwhy-l,a lea¡r.fIy lex:y 7 以色列，你要仰望耶和華

d,s,x;h hwhy-~i[-yiK 因為耶和華有忠貞之愛

`tWd.p AMi[ heB£r;h>w 並祂有豐盛的救贖。

lea¡r.fIy-t,a h¢D.pIy aWh>w 8 而且祂將救贖以色列

`wy'tOnOw][ loKim 脫離他一切的罪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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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種等候是「我的心等候神」

第5節一開始「我等候耶和華」與「我

的心等候」，這兩個「h"w 'q 等候」都是以

Pi'el形式動詞的「yityIWiq 我等候」與「h't>Wiq 她

等候」呈現，意思是帶有自信地期待那些預

料會在未來有好的與有益處的事件。 1而

「v,p<n 心」就是內在的自我，換句話說就是

掌管人思考、感覺、意志與喜好等訊息，而

且藉此區別自身與他人，特別是被認為在內

省或反省的行動上。

當詩人說：「我等候耶和華」之後，他

又接著說：「我的心等候」，意味這種等候

會涉及到自身的思考、感覺、意志與喜好；

換句話說，當詩人說「我的心等候」，乃是

因為他自身認定現在的狀態，無法符合自己

的邏輯想法、無法滿足自己的喜好或感覺、

或是無法成就自己的意志。因此希望神能為

註

上一篇，我們已經探討要如何知道神垂

聽我們的禱告？詩人在《詩篇》一三○篇給

了我們對禱告已經蒙神垂聽的想法；神也可

以透過下列的方式，來回應我們的禱告：

第一、一個蒙神垂聽的禱告，會產生自

省的能力（3-4節）。

第二、一個蒙神垂聽的禱告，會產生等

候的力量（5-6節）。

第三、一個蒙神垂聽的禱告，會在等候

中產生仰望的信心（7-8節）。

筆者已經在上一篇，也就是《詩篇》

一三○篇的上半部，分享了第一點：「一個

蒙神垂聽的禱告，會產生自省的能力」的部

分，接著筆者來分享其餘兩點。

第二、一個蒙神垂聽的禱告， 

會產生等候的力量

在第5節中，有兩個不同的字譯為「等

候」，但彼此之間有一點點的差距。雖然第

6節的等候原文沒有，但實際上就是作者強

調我們要等候神的意念。筆者藉此將第5-6

節分成三種等候：

1.James Swanson, Dictionary of Biblical Languages with Semantic Domains : Hebrew (Old Testament) 
(Oak Harbor: Logos Research Systems, Inc., 1997).之後本篇文章的字義，若無特別表明，則亦出自同
一出處。

yiv.p:n h't>Wiq hwhy yityIWiq 5 我等候耶和華我的心等候

`yiT.l'xAh Ar'b£dil>w 我也等候祂的話。

y"noda;l yiv.p:n 6 我的心向著我的主

r,qoB;l ~y§r.moFim 勝過看守者向著早晨

`r,qoB;l ~y§r.mov 看守者向著早晨。

hwhy-l,a lea¡r.fIy lex:y 7 以色列，你要仰望耶和華

d,s,x;h hwhy-~i[-yiK 因為耶和華有忠貞之愛

`tWd.p AMi[ heB£r;h>w 並祂有豐盛的救贖。

lea¡r.fIy-t,a h¢D.pIy aWh>w 8 而且祂將救贖以色列

`wy'tOnOw][ loKim 脫離他一切的罪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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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候神的話，是以神過去所說的話為根

基，否則等候神容易落入自己的幻想或想像

的虛渺之中。禱告雖然是向神訴說心裡的話

語，其實禱告的另一項要務，乃是要靜候神

對我們的啟示以及等候聆聽神對我們說話，

以便作為我們每日的指引。

例如但以理就像當時所有的選民一樣，

一直期盼神帶領他們歸回耶路撒冷重建聖殿

與家園，但日子久了，等候的心難免開始麻

木。然而當大利烏王在巴比倫正式登基作巴

比倫王的那年，4那時的但以理眼睜睜地看

到這個用盡他六十多年歲月所服事的巴比倫

政府，竟如此迅速地垮台，使他對神掌管全

人類歷史的能力，由「風聞」的層次提升到

「眼見」的階段。

同時，他又閱讀早在被擄之地流傳的耶

利米先知的信，當他看見了耶利米提到「滿

足耶路撒冷的荒涼為七十年（直譯）」（但

九2）的訊息時，他頓時發覺這不是天方夜

譚的事，而是即將到來的黎明。因此他期盼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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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原形Qal形式「l;x"y」沒有出現在舊約聖經；在本篇出現的兩次，一次是第5節的Hiphil形式的「yiT.l'xAh 

我等候」，另一次出現在第7節的是Pi'el形式的「lex:y 你要仰望」。

3.John D. Barry et al., Faithlife Study Bible (Bellingham, WA: Lexham Press, 2012, 2016), 詩130:5.

4.據史料記載，大利烏王（Darius）就是瑪代王朝之居亞撒列二世（Cyaxares II），也就是亞士帖基之子
（Astyages），其實「亞哈隨魯」的意思就是「王」（但九1）。亞士帖基之女曼丹尼（Mandane）嫁
給波斯王甘拜西一世（Cambyses I）後生下古列，因此大利烏即是古列之舅，甚至因其女嫁給古列，
而又成為古列之岳父。BC550年古列一統波斯與瑪代，立大利烏為聯軍總帥，迨滅巴比倫後，及任命
大利烏為巴比倫及大河一代的總督或副王，史稱阿哈隨魯（Ahasuerus），在波斯帝國享有極高的行政
實權。

他開路，改變現狀，使能符合自己的邏輯想

法、滿足自己的喜好或感覺、或是成就自己

意志的情況能夠實現。

第二種等候是「等候神的話」

「l;x"y」這字2的Hiphil形式的「yiT.l'xAh 我

等候」，意思是停留在一個地方，或是延後

行動到某特定的時間或某事件發生時；而

「祂的話」中的「r'b¡D 話語」，一般來說指

的是一段敘述，但也可指著更具體或特定的

某事，例如特別的一段話或一個應許。然

而，神已經對以色列提出許多應許，因此詩

人不需要再刻意指出「祂的話」是哪個特別

的應許。3

這詩人說：「等候祂的話」，不是等候

神出聲音，或是神顯現在他面前，像神對亞

伯拉罕或摩西一樣的面對面說話；而是等候

神曾經透過先知說的話，或是發出的應許，

或是過去曾在禱告中與神交流所產生的意

念……等，拉到現在來說，也可以指是一切

出於聖經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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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與聖城重建之情的信心再次燃燒起來，

正如耶利米信中所寫的：「我知道我向你們

所懷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耶二九

11），當這「平安的意念」進入內心時，神

說會給他們「未來與希望」。

第三種等候是「心向著神的等候」

雖然第6節沒有「等候」的字眼，但

卻充滿著等候的意境。所謂「心向著我的

主」，意思是以相信的態度、安靜平穩的心

回應神。

事實上，信心的根源出自於有沒有一個

等候的態度？而一個等候的態度，乃是從破

碎的靈出來的，之所以會產生這種等候的態

度，乃是因為看見了神，既然神都出來了，

一切問題遂迎刃而解了。換句話說，就是詩

人能順服神的旨意，安靜的停留在黑夜中，

而不是命令神把時鐘向前撥，以便縮短黑

夜；這種「心向著神」而等候的態度，不是

支配神，而是等候神的支配。

詩人要如何形容這種「心向著我的主」

的等候，他便用「r;m'v 謹守」的複數陽性分

詞的「~y§r.mF 看守者」，也就是在耶路撒冷

城駐防守夜的哨兵，在夜時當值雖疲倦，但

卻盼望天亮。

事實上，一般當兵的人會像筆者一樣，

最討厭的站哨時段就是午夜之後，尤其夜色

越黑，精神就愈疲憊。不過，這些站崗的衛

兵，其內心卻可在疲憊中自我安慰，因為暗

夜一旦破曉，他們就可歇下勞苦，回到舒適

的被窩休息。因此所謂「心向著我的主」的

等候，就是不再把眼光專注於現在所處的深

淵，而是以相信的心，肯定神一定會為我們

開路，像黎明到來一樣。

另外，詩人重複兩次「守夜者向著早

晨」，但第一次有「!im 勝於」，5第二次就

沒有「!im 勝於」這字。最自然的解釋法，這

是一種文學修辭的手法，用重複的方式，來

強調作者所要表達的事實，因此幾乎所有的

譯本都將第二次的「守夜者向著早晨」之前

加上「勝於 more than」。詩人用此文學手

法來強調神的應許甚至比「白日黑夜之約」6

還更堅定，神一定會按照祂的諾言，讓在黑

夜等待祂的人重見曙光。

關於「守夜者」，另一個背景可能指的

是祭司與利未人，因為到了夜晚，聖殿的

門已關，一切的事奉都停止。但在聖殿裡，

都會有祭司與利未人輪值守夜，目的是為了

在黎明前，這些守夜者要準備白天聖殿所需

要的，諸如：早晚兩祭所要獻的祭物、燒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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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5.事實上是將「~y§r.mF 看守者」之前加上介系詞「!im 勝於」，成為複合字「~y§r.mFim 勝於看守者」。

6.出自於《耶利米書》三十三章20、25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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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柴火、清洗祭物的水……等。同時，他

們也會派人到高處向東觀看，一旦東邊摩押

高原的光線一出，他們便呼喊「早晨來到

了」，並將聖殿的門打開，開始聖殿的各種

活動，諸如：獻祭、讚美、禱告……等。

因此詩人第一次說「勝於守夜者向著早

晨」，這種等候是「城哨式的等候」，這

是「逃離的等候」，目的只是希望能離開黑

暗，其實這種等候還是一種煎熬。而詩人第

二次說「守夜者向著早晨」，或許他將「我

的心向著我的主」的意境，已經昇華到「聖

殿式的等候」，這是「準備的等候」，目的

是希冀在黎明到來之前能準備妥當，這種

「在準備中的等候」，便能忘卻在黑暗裡的

傷痛與疲憊。

第三、一個蒙垂聽的禱告， 

會在等候中產生仰望的信心

第7節中 l;x"y 這字Pi'el形式的「lex:y 你要

仰望」有兩個意思，一是對未來某件事渴慕

地等待；7另一個意思是延宕、徘徊，也就

是希望待在一處比需要留下的時間更久，因

為很不情願地離開。

當作者用命令式呼籲以色列「你要仰望

耶和華」時，意思是要渴慕地仰望神；若

我們根據筆者之前所提及的「聖殿式的等

候」，便可理解「lex:y 你要仰望」中為何有

延宕之意，因為專注於在破曉前做好準備，

反到希望黎明不要太快到來，希冀能準備得

更妥當、完備。這種等候的力量，乃是一個

蒙神憐憫的人的屬靈反應，在破碎自己之

後，再次靠著神塑造一個全新的我。

詩人呼籲我們要仰望神，乃是因為他要

我們相信神是慈愛與信實的本質，當我們最

無助的時候，要確信神必定看顧在深淵中的

我們。一般而言，我們不會懷疑神的能力無

法解決我們的困境；卻有時反倒是懷疑祂的

動機，在心中產生神似乎不願或不肯救贖我

們的意識，這樣的意念只會摧毀在深淵中的

我們，無法產生堅持到底的意志。

因此詩人提及「耶和華有忠貞之愛」，

所謂的「d,s,x 忠貞之愛」，意思是一種始終

不變的善心，意味著基於與某人先前的關

係，而對某人表達恆久的愛慕之情。神對以

色列堅定不變的愛，乃是因為祂自從與亞伯

拉罕立約，祂就對亞伯拉罕的後裔不離不

棄。同樣地，對在耶穌基督裡被揀選的我

們，也是如此，因為神藉著耶穌基督與我們

所立的新約，是不容外力撼動的。難怪保羅

敢有把握地認為「患難、困苦、逼迫、飢

註

7.Wilhelm Gesenius and Samuel Prideaux Tregelles, Gesenius' Hebrew and Chaldee Lexicon to the 
Old Testament Scriptures (Bellingham, WA: Logos Bible Software, 2003),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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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http://JOY.org.tw    holyspirit@joy.org.tw
網路線上雜誌             雜誌社信箱

餓……」等，無法拆散他與主的關係，因為「在這些一切的事情中，我們徹底致勝，

藉著愛我們的這位（直譯）」（羅八37）。

一個人在等候中產生仰望的信心，對所謂「豐盛的救贖」的定義會有所改變。所

謂的「tWd.p 救贖」，意思是支付一大筆金錢讓一個被俘虜的人得到釋放。之前詩人對

「救贖」的定義是「脫離苦海」、「脫離深淵」或是「走出黑暗」；然而一個有仰望

的信心的人，他對「救贖」的詮釋將會是「脫離他一切的罪孽」。

換句話說，他漸漸地學會把「脫離苦難」視為次要的事，而將注意力轉移到「脫離

罪孽」的事。換言之，他終於了解神將他放入深淵之中，就是要他看出自己的軟弱、

罪過、與那些尚未符合神公義要求的事。當他意識到自己的靈原來已經生病了、軟弱

了，接著他若能靠主對症下藥、對付自己的靈病，就能像亞薩一樣，歷經了一連串靈

的激盪、信仰狀態的省思、對神永恆的性情再確認，他給自己下了個結論：「這是我

的軟弱」（詩七七10），此後他才能發出「神啊，祢的作為是潔淨的；有何神明能大

如神呢？（直譯）」（詩七七13），如此的讚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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