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題文章

話語藏真光
連達傑

(編者按：本期主題文章，特意介紹連達傑牧師，自本期開設專欄，重點為「宣教經文的詮釋」
和今天堂會的宣教應用。)

「心繫萬民」
心繫萬民」#1 篇

1. 起初神心繫萬民 ~創一至十一章
創一至十一章~
創一至十一章

引言
談及宣教，我們當先從舊約作起始；因為神的宣教心意，從舊約就透露出來，並非等到
新約才展示。現在，就讓我們先看看創一至十一章的宣教含義。值得我們關注的，是這裏所
呈現的「普世性主旨」（The Universal Motif），主要是告知我們：「起初神心繫萬民」
起初神心繫萬民」。

神創造的宣教含義
從聖經首三章的記載，我們看見了神偉大的創造工程；祂既創造了宇宙天地和星海，也
創造了萬物、走獸和人類等。這個獨特而連串的創造行動，正好表明了神的「視域」
（horizon）
本來就指向全人類及所有受造之物，而衪的關懷之情也就是「普世性」了。

我們不該忽略一個事實，就是舊約從一開始所記載的人與事，總是涉及一個「普世性」
的向度。意思就是說，從「人物」看，它不是以希伯來人之列祖亞伯拉罕為主角，而是以全
人類的代表亞當作中心；從「事件」看，它不是突顯神與亞伯拉罕的立約行動，而是神創造
天地萬物和人類這件事蹟；從「對象」看，它不是聚焦在蒙揀選的以色列民身上，而是全人
類並其所承擔的「文化大使命」
（Cultural Mandate 創一：26-28）這個重大的生命委託。讓我
們 曉 得 ， 亞 伯 拉 罕 、 立 約 行 動 及 揀 選 以 色 列 民 可 算 是 指 向 「 特 殊 的 向 度 」（ Particular
Dimension）
，而亞當、創造天地及人類的「文化大使命」則應是指向「普世的向度」
（Univer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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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ension）
。聖經的記載清楚地讓我們曉得，神在起初所看重的，是「後者」多於是「前者」。
是的，
「當我們研究創造時，我們看見宣教使命是指向全人類。我們曉得，人類歷史的開端，
是因著神對人類本身的關注，而不是僅僅顧念希伯來人。神對人的興趣並不限於某一種族，
衪揀選了某一種族原是為了向其他受造物顯明衪的旨意。神的宣教使命是常存一種普世性
的。」1 從這角度看，我也十分贊同以下的這番話：

「神是宇宙的創造主這事實，會促使衪關注其所創造的人。無論是種族、政
治、文化性別、經濟或宗教等界線，都不能阻礙其關注之心。無論你到了世
界某個地方，神早已在那裏。從一開始，衪就深深的關注每個人；並且這份
情懷不會隨時間而消逝。由於這個深切的關注，縱然宣教士仍未上路到工
場，神卻早已顯明自己，叫人認識祂。宣教是神的工作項目，衪樂意讓基督
徒參與在其中。」2

換言之，從創造的角度看，神早已把全人類（包括不同地域的不同族群）都放在衪的心
懷中；衪素來關心之，也顧念之。既是如此，今天的基督教會就當關愛神素來關心的各族群，
並且走入他們中間，與他們分享神的恩典和大愛。是的，神起初便與普世萬民有著密切的關
係，衪是一位「胸懷普世」的主。作為認識衪的人，也應該是「胸懷普世」的。

神原初的救贖應許是普世性
如眾周知，創世記第三章是「人全然墮落」的篇章。表面看來，這是亞當個人的犯罪作
為，但就其代表性來說，則可說是人類整體都與罪惡串連起來了。是以這裏所描繪的，實在
是一個普世性的觀點，而新約也作出迴響，說：
「世人
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
（羅三 23）
。
世人

然而，值得留意的，就是在這一章經文裏，神並非沒有作出救贖的應許。人縱然犯了罪，
需要面對犯罪所帶來的惡果，但神仍以一種間接的方式道出了衪會拯救世人的承諾，也就是
神向蛇（魔鬼）所說的話：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為仇，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彼此為
仇。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你要傷他的腳跟。」(創三 15)經文透露了，魔鬼能力所及的，
僅是叫女人的後裔（即耶穌基督，參太一 16）之腳跟受傷而已；惟此舉並非擊中要害，可免
死亡。但女人的後裔對魔鬼所作的，卻是使其頭部受到傷害；這是擊中要害之舉，是可致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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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句話可算是一個生命拯救的應許，而宣教學者彼得士（George W. Peters）更提醒我們，
這應許是為了全人類的，它是人類黑夜日子中的一顆晨星。3 到了新約時代，藉著主耶穌的
十架受害及其後的復活，一一印證了這話的真實性；衪雖經歷過痛苦和死亡，至終卻是以復
活的生命勝過魔鬼的幽暗權勢。

這句看來「後果不對等」的話(創三 15)，正好婉轉地表達了神要把人從魔鬼手中搶回來
的心意。是的，從遠古之時，神已定意救贖世人。這句話所蘊含的意思，是神對人的第一個
「彌賽亞預言」
，也是一個「元始的福音」
（Protevangelium）4。簡單說，從這經文我們曉得，
神原初的救贖應許是普世性的，祂確想拯救全人類，其預備的救恩是為了萬民萬族的，並非
只為了某個族群而設立。

從宣教角度看創世記第
從宣教角度看創世記第十
世記第十章 1 至 32 節記載之族譜
節記載之族譜
在創世記一至十一章中，相信最受人忽略的一章是第十章，也就是有關族譜的篇章。雖
然如此，若從宣教的角度看，其蘊含的意義卻是獨特和豐富的。這一章詳盡地記載了挪亞三
個兒子閃、含、雅弗的後代，並他們在地上的居住和立國的概況。這種「不停地臚列後裔名
字」的寫作方式，雖然閱讀時也許會叫人有點沉悶，但其宣教意涵卻是明顯不過的-----遠古
以來，神就顧念及引導萬民萬族，衪一直在監察知看管萬國。這個表列叫我們掌握到一件事：
在神的眼中，列國並非是「佈景板」
，它本身就是焦點的所在！換言之，這族譜所反映的，正
是一種普世的精神，就如一位聖經學者解釋說：

「這裏的列國表，是古代的一個甚早的努力，嘗試普查世界人口的概況。它
揭示了聖經作者的意識：以色列須與世界列國一起看。聖經作者並不滿足於
只記載由亞當到亞伯蘭這個收窄歷程，在接下來書寫亞伯蘭事蹟之先，他要
提醒讀者亞伯蘭所處的世界。」5

再者，當我們仔細分析這段經文，就發現以色列民族其實並不突出。只是很平淡地提及
以色列的祖先亞法撒(創十 22)，其地位與其他邦國一樣，無分高低；而「亞法撒」這個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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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沒有獨特的宗教含義，沒有如雅各改名為以色列，其背後是帶著強烈的屬靈意義的（創三
十二 27-28）。神開始關注亞法撒、並其後裔亞伯蘭，必須要等待到第十一章 10 至 26 節才漸
次顯明出來。是的，在創世記第十章裏，神所看重的，是全地的各民和各族。

結語
既然神起初就心繫萬民，我們就當本著神的大愛想念普世萬民；又既然各民各族已分散
大地（創十 5，20，30-32），回應了神原先的旨意（創一 28，九：1），認識神的子民亦應該
前往普天之下去接觸他們，並引領他們回歸真神，經歷主耶穌已完成的救贖恩典。當然，過
去因著人在建造巴別塔事件中所顯出的驕傲，造成了族群間語言隔膜的惡果（創十一 1-9），
使奉主名去連繫各族的愛心工作增加了不少難度，但這點並不應否定了神原初關愛萬民的心
願。

總的來說，從宣教的觀點去詮釋和理解創世記第一至第十一章，我們當看到一個屬靈實
況，就是神早已把列邦列國、萬民萬族藏在心坎中，衪也樂意看顧、指引和賜福他們。因這
緣故，「我們需成為胸懷普世的基督徒，並帶著全球的眼光，因為我們有一位胸懷普世的神」
（We need to become global Christians with a global vision, for we have a global God）。6

「心繫萬民」
心繫萬民」#2 篇

2. 從宣教角度解讀詩篇一一七篇

「萬國阿，
萬國阿，你們都當讚美耶和華！
你們都當讚美耶和華！萬民哪，
萬民哪，你們都當頌讚祂！
你們都當頌讚祂！因為祂向我們大施
慈愛；
）
慈愛；耶和華的誠實存到永遠。
耶和華的誠實存到永遠。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詩一一七
（詩一一七：
詩一一七：1-2）

引言
詩篇 117 篇雖然是詩篇裏最短的一篇，只有兩節經文，但我們必須注意到，其傳達的信
息是有焦點的，並非只屬「漫談」的作品而已。只要細心分析，就可發現這篇詩篇具有強烈
的宣教意義；尤有甚者，讓我們更不要忽略，詩篇 117 篇是一篇「居中」的寫作7-----聖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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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9 章中，它居於最中央的位置。這樣的「奇妙」和「剛巧」的編排，彷佛告訴我們一件事：
在聖經中最核心的宣告和教導，其實就是要神的子民從事宣教的工作！

現在就讓我們仔細地從宣教角度，看看這篇詩篇究竟有何訓誨。

詩人的宣教異象
從這段經文，我們可見到它有四個重點，就是詩人從四個角度去思考以色列民、萬國萬
民、並耶和華神相互間的關係。
1. 從「前瞻」
前瞻」的角度看（
的角度看（第 1 節）
在經文的第 1 節-----「萬國阿，你們都當讚美耶和華！萬民哪，你們都當頌讚祂！」
-----詩人開宗明義地道出他的心聲，就是期盼在往後的日子，「萬國」及「萬民」
都有機會認識耶和華，並且得以與「神子民」一樣，一起讚美和頌讚祂。若用今
天的宣教術語來表達，詩人是期盼全球不同國家、地域、宗教及文化的族群，他
們都需要認識耶和華，並且向祂獻上讚美的話。假若詩人有這樣宏大之負擔，難
道他自己只會袖手旁觀、不作任何接觸「萬國」與「萬民」的行動嗎？當然不會！
是以這經文也蘊含了一個重要信息，就是詩人（並擴大了的以色列群體）
，都當有
責任成為一個「蒙神使用的代理人」（passive agent），把認識眞神之道，向普世不
同的國家和族群介紹出來。8
2. 從「回望」
回望」的角度看（
的角度看（第 2 節上）
節上）
為何詩人有這種期望呢？難道他不知道，向全球萬國萬民介紹耶和華神、並叫他
們去讚美祂，實在是一項很艱巨的任務嗎？他並非不知道！乃是因為有一股力量
驅使他不得不作出如此的宣告。接下來的經文解釋了箇中的原因，就是「因為祂
向我們大施慈愛」（第 2 節上）。意思是說，當詩人回望過去時，就發現神向以色
列民施行了很多充滿愛心的作為，叫他們都豐豐富富的領受了。既是這樣，在蒙
愛感激之餘，他又怎可能向萬國閉口不言，或是向萬民收藏神的心意呢！換言之，
神過去在他們身上所顯示的「約愛」（Covenant Love），成了以色列民外展接觸不
同族群的最大動機。
3. 從「進程」
進程」的角度看（
的角度看（第 2 節中）
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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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寫到這裡，詩人彷佛已感受到這項浩大宣教工程的壓力了。哪該怎辦呢？這
個不斷走向萬國萬民之外拓與延伸的進程，可怎樣做才能保證它的成功呢？想到這
一點，詩人乃想起了耶和華的「誠實」本性，是以他接著說：「耶和華的誠實存到
永遠」
（第 2 節中）
。讓我們曉得，這裡所說的「誠實」本性，其實也就是指神的「信
實」9本性。詩人宣告耶和華是信實/誠實的主，且是從永遠到永遠都是這樣的；意
思就是說，他認定神本身是毫不改變的神，祂說過要成就的事，必會保守到底，絕
對不會翻來覆去的！過去、今天如是，將來也必一樣的。詩人抓緊了這個信念，他
就放心又安心的去踏入這個歷程。
4. 從「總結」
總結」的角度看（
的角度看（第 2 節下）
節下）
最後，詩人作出總結，就是：「你們要讚美耶和華！」這句話其實也就是重申一遍
他先前宣告和肯定過的主旨；所不同者，乃是如今所採用的，是一個更扼要的說法
而已。不過，我們也當留意，因著詩人早前呼籲過萬國萬民去頌讚神，這裡所說的
「你們」
，理應有一個更廣泛的含義，就是非以色列人/外邦人也當身在其中，一起
與色列人去敬拜讚美耶和華。這自然也是宣教所帶來的結果了。

小論述大視域
以上我們既為詩篇 117 篇作了簡單的分析，並看到詩人如何為萬國萬民而滿有宣教的負
擔；那麼，我們可有甚麼總結呢？筆者嘗試整理為六個字，就是：「小論述大視域」。10 這篇
詩雖然只得 2 節，中文也只有 50 個字；真是很小的論述，很多人都容易忽略它。然而，其內
容所顯示的視域卻是宏大的，就是古往今來的萬國萬民都要納入其中。尤有甚者，這樣的視
域是與神的心意極為一致，其難能可貴之處就在這裡了！我們可以這麼說，詩人的胸襟確是
同時擁抱著以色列民和非以色列民的；因在他的眼中，二者並無高低之分的，他們都有權利
一起頌讚那位至高之神耶和華。

透過詩篇 117 篇，我們可知道，它確是具備了「宣教向度」
（missiological dimension）的；
其所指向的對象，還可包括「非屬主之人」而不僅是「屬主之人」的。其實，我們只要多注
意一下，就可發現，150 篇「詩篇」裏，是有極多的章節和記載，是與萬國、萬民、列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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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邦及外邦得蒙神的救恩有關的。11 這說明了一件事，就是神往往藉著詩人向其子民透露出
宣教的心意，而詩篇 117 篇所言者，正就是其中一個最好的明證。

偉大宣教士保羅的共鳴
以上所述的都是從宣教角度去解讀詩篇 117 篇。或許有人仍感到有點疑惑：這篇舊約的
詩篇真的是一篇關乎「宣教」的詩篇麼？我想最好是我們回到新約時代，看看偉大的宣教士
保羅，瞭解一下他究竟是如何為這篇詩篇定位，便可得著終極的答案了！保羅在羅馬書第十
五章 7 至 13 節這樣說：
所以，你們要彼此接納，如同基督接納你們一樣，使榮耀歸與神。我說，
基督是為神真理作了受割禮人的執事，要證實所應許列祖的話，並叫外邦
人因他的憐憫榮耀神。如經上所記：
『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稱讚你，歌頌你
的名；』 又說：
『你們外邦人，當與主的百姓一同歡樂；』又說：
『外邦阿，
你們當讚美主！萬民哪，你們都當頌讚祂！』 又有以賽亞說：『將來有耶
西的根，就是那興起來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祂。』但願使人有盼
望的神，因信將諸般的喜樂、平安，充滿你們的心，使你們借著聖靈的能
力，大有盼望。
讓我們特別的留意，上述經文的第 11 節是這樣說：
「又說：
『外邦阿，你們當讚美主！萬
民哪，你們都當頌讚祂！』」這句話正是保羅引自詩篇 117 篇第 1 節的說話。12 我們都曉得，
保羅在羅馬書十五章所分享的內容，主要是談及他的「宣教使命」13。他盼望羅馬教會的弟
兄姊妹14，認識到他四處宣揚福音，引領外邦人歸向基督，並非出於他個人的主觀喜好，而
乃是因著耶和華神的旨意。保羅如何去說服他們、以致彼此同感一靈呢？他用的方法乃是採
用大量的舊約經文來印證他現今向外邦人宣教確是出於神的心意。在 9-12 節中，他連番引用
了四段舊約文字，它們分別來自以下的經文(撒下廿二 50；詩十八 49；申三十二 43；詩一一
七 1 及賽十一 10)。15 這數段舊約經文，其中一段正是源自詩篇 117 篇。由此可見，詩人呼

11

George W. Peters, A Biblical Theology of Missions. Chicago: Moody Press, 1972, p.116.
浸信會出版（國際）有限公司，
《聖經》
（現代標點和合本）
，香港：浸信會出版（國際）有限公司，2006 版，
新約頁 222；中國神學研究院，《聖經---串珠．注釋本》（新約全書）修訂版，香港：福音證主協會，1984，頁
359。
13
浸信會出版（國際）有限公司，
《聖經》
（現代標點和合本）
，香港：浸信會出版（國際）有限公司，2006 版，
新約頁 222，見段落標題為「保羅的宣教使命」。
14
由於羅馬教會並非由保羅所建立的，所以她與保羅的關係，並不及其他由保羅親自建立的教會那麼密切。保
羅想到有一天他要前往西班牙宣教，而中途站則是羅馬教會，是以他感到有需要撰寫羅馬書給他們，藉此表白
其所理解的福音內容及其宣教的負擔。
15
浸信會出版（國際）有限公司，
《聖經》
（現代標點和合本）
，香港：浸信會出版（國際）有限公司，200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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籲萬國萬民要讚美神的話，正是保羅心目中「向外邦人宣教」的根據！是的，詩篇 117 篇是
「福音的詩」。16

結語
宗教改革者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曾為這兩節經文寫下了一篇很長的注釋，並且宣告
說：「我認為整本使徒行傳是為這篇詩篇而寫的。」17 筆者認為，不僅整本使徒行傳是為這
篇詩篇而寫，其實兩千年來的教會宣教史也是為它而寫的。再者，筆者也深信，這篇詩篇所
指向的終極目標，就是萬國萬民都要來頌讚主這個景象，將來也一定會實現的。因為聖經曾
如此宣告：「此後，我觀看，見有許多的人，沒有人能數過來，是從各國、各族、各民、各
方來的，站在寶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樹枝，大聲喊著說：『願救恩歸與坐在寶
座上我們的神，也歸與羔羊！』眾天使都站在寶座和眾長老並四活物的周圍，在寶座前，面
伏於地，敬拜神，說：『阿們！頌贊、榮耀、智慧、感謝、尊貴、權柄、大力，都歸與我們
的神，直到永永遠遠。阿們！』」（啟七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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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頁 221-222。
16
桑安柱，《詩篇寶庫》
，香港：甘霖出版社，1981，頁 578。
17

G.A.F. Knight, Psalms (The Daily Study Bible Vol.2),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83, p.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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