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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8.12 靈修 (週日) 

題目：【神仍在掌權】 

 

  【閱讀經文】（詩篇 126:1-6）詩篇 126 篇上 

上行之詩。 

1 當耶和華將那些被擄的帶回錫安的時候，我們好像做夢的人。

2 那時，我們滿口喜笑、滿舌歡呼；那時，列國中就有人說：

“耶和華為他們行了大事！”3 耶和華果然為我們行了大事，

我們就歡喜。4 耶和華啊，求你使我們這些被擄的人歸回，好

像南地的河水復流。5 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6 那帶種流

淚出去的，必歡呼地帶禾捆回來！ 

  

【釋義】 

詩篇 126 篇開宗明義，是一篇被擄歸回的感恩詩。從第 1 節

的「我們好像做夢的人」到第 2 節「我們滿口喜笑、滿舌歡

呼」之間，其實我們錯失了一些極為重要的東西──一個詩

人在情緒上非常重要的轉折點。  

 

翻開歷史，在猶大一直以來所經歷的，許許多多危機中，沒

有一個，比被擄到巴比倫更危險的了。七十年的日子，對於

這個被擄的群體而言，也許一切都已經絕望，甚麼希望都忘

記了；七十年的日子，彷彿就是要逼他們承認和接受，耶和

華不會再為他們施行甚麼神蹟奇事了！ 試想，一個已經失去

了七十年的夢、忘記了七十年的希望，終於重燃起來，在絕

望之中，神卻竟然重燃他們的希望，以致充滿他們的乃是

「滿口喜笑、滿舌歡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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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流淚撒種」到「歡呼收割」（5 節），又豈會只是三幾天

的事情？在朝聖的旅途中，我們還要經歷許許多多的苦楚、

掙扎、傷痛，甚至是軟弱跌倒，然而，每一處卻都是我們經

歷神的地方。哪怕在最艱苦的路程中，神也仍然在掌權。我

們對神都有這樣的一份信心嗎？ 

 

 【禱告】 
親愛的天父上帝，求祢讓我對祢的信心，不只建立在順境之

中，不只建立在能經歷到祢，感覺到祢的時候，而是讓我的

信心超越我的感覺、認知，並且時時都知道，祢就在我的身

邊，祢的眼目一直在看顧著我，讓我擁有這樣的信心。禱告

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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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8.13 靈修 (週一) 

題目：【 神仍在作工】 

 

 【閱讀經文】（詩篇 126: 1-6）詩篇 126 篇中 

上行之詩。 

1 當耶和華將那些被擄的帶回錫安的時候，我們好像做夢的人。

2 那時，我們滿口喜笑、滿舌歡呼；那時，列國中就有人說：

“耶和華為他們行了大事！”3 耶和華果然為我們行了大事，

我們就歡喜。4 耶和華啊，求你使我們這些被擄的人歸回，好

像南地的河水復流。5 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6 那帶種流

淚出去的，必歡呼地帶禾捆回來！ 

 

 【釋義】 

承接上文，詩人從目瞪口呆到「滿口喜笑、滿舌歡呼」，第

2-3 節之間，詩人再一次經歷了一個情緒上的轉變從，「耶和

華為他們行了大事」到「耶和華果然為我們行了大事」。詩

人一句「果然」，讓我們明白到，這一切不再是「夢境」，

卻實實在在地發生在他們中間──原來，神仍然在作工！ 

 

第 3 節「果然」一詞，正好就敲醒了詩人的腦袋、也敲醒了

他們的記憶。那麼，詩人所忘記的是甚麼？── 他忘掉了神

在以色列曆史中的作為。朝聖者想到了這一切，他們頓然重

新發現耶和華神「果然」為他們「行了大事」。因為，神仍

在作工！  

 

詩人從想也沒有想過有一日會回歸，到耶和華神真的為他們

「行了大事」，直到這一刻，也許詩人已重拾那些失去的記

憶。  並且，他再次認定一切的好處都不在神以外。從「淚水」

到「歡呼」之間，切勿忘記：我們還有那位一直在掌權，亦

都一直在作工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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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 
親愛的主啊，原諒我常常是一個小信的人，常用自己的環境

和經歷來看待事情。我也是個健忘的人，忘掉了祢在我生命

中的作為。求祢幫助我，擴張我對祢的信心，祢是行大事的

神！在祢一切都有可能，讓我可以日日記念著祢的作為，讓

我每日靠著信心而活。禱告奉主大有能力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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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8.14 靈修 (週二) 

題目：【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 

 

 【閱讀經文】（詩篇 126:1-6 ）詩篇 126 篇下 

上行之詩。 

1 當耶和華將那些被擄的帶回錫安的時候，我們好像做夢的人。

2 那時，我們滿口喜笑、滿舌歡呼；那時，列國中就有人說：

“耶和華為他們行了大事！”3 耶和華果然為我們行了大事，

我們就歡喜。4 耶和華啊，求你使我們這些被擄的人歸回，好

像南地的河水復流。5 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6 那帶種流

淚出去的，必歡呼地帶禾捆回來！ 

 

 【釋義】 

第 5-6 節有一點奇怪之處，試想，「歡呼收割」大概是容易

理解的，只是，何以撒種會是「流淚」的呢？試想：農夫雖

然汗流浹背、日曬雨淋地工作，然而，確實沒有一個農夫有

把握，他們所撒下的種子可以有美好的收成。 

 

詩人的一句「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叫我們明白到，

哪怕以色列民在過去的日子裡，經歷到許許多多挑戰，過程

之中滿是淚水，甚至那「流淚」的日子不只一朝一夕，然而，

最終的「歸回」卻使他們明白到，神是那位仍然掌權（1-2

節）、並且一直在作工的神（3-4 節）。毋怪乎，詩人能夠在

結尾時滿有信心地說：願那帶著撒種的種子、哭著出去的，

帶著禾捆，歡呼地回來。這並不僅僅是詩人的一個想望，更

是他堅定的相信！  

 

 

 

 

 

 



 7 

 【禱告】 

我們在天上的父，祢是勝過一切的神，祢在洪水中仍坐著為

王。我要仰望祢，在一切困苦之中。求祢讓我的信心堅定，

不要讓困境包圍住我，讓我蒙上了眼睛，看不到祢。要讓我

時時看看祢，眼目注視在祢的身上。禱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

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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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8.15 靈修 (週三) 

題目：【所羅門王的鑒戒】 

 

 【閱讀經文】 （詩篇 127: 1-5）詩篇 127 篇上 

所羅門上行之詩。 

1 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若不是耶和

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2 你們清晨早起，夜晚安

歇，吃勞碌得來的飯，本是枉然；惟有耶和華所親愛的，必

叫他安然睡覺。3 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所懷的胎是他所

給的賞賜。4 人在年輕時生的兒女，好像勇士手中的箭。5 箭

袋充滿的人便為有福。他們在城門口和仇敵說話的時候，必

不至於羞愧。 

 

 【釋義】 

詩篇 127 篇的作者，一開始就已經告訴我們：要了解這篇詩，

所羅門王的鑒戒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提示；在我們還未正式進

入 127 篇的時候，詩人就用上了一個活生生、卻又是我們所

熟悉，而且是以色列歷史中重要的人物，作為這篇詩篇裡面

一個好重要的例子，同時亦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警告，引導我

們繼續去尋索這一篇詩篇的真正意義。  

  

昔日，所羅門王以自己的手法換取經濟和政治上的效益，破

壞了與耶和華神立約的關係。所羅門王在位的日子，也許為

神做了一點事情，只是，他同時亦因為自己所作的事，而失

去了一個「立約」的生命應有的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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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忘記：不因為強求多一點收穫而出賣我們的信仰；不去為

求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不要為求路路暢通而放下了基督；

問題不是「沉迷工作、自我中心」等等那麼簡單，而是在於，

在我們的生活裡面所表達出來的那一個生命，到底還有沒有

神？到底還屬不屬於神?到底是否仍然「完完全全」的屬於神？

抑或，其實是屬於世界、並且妥協於世界的呢？ 

 

 【禱告】 
天父啊，請祢把我帶回到祢的面前，來檢討我的生命，是不

是也像所羅門王一樣，為了一點點的眼前利益；為了自己的

舒適享受；為了世界虛假的名利；而將祢從我的生活中擠了

出去。現在就求祢幫助我，再次將我與祢的關係放在我生命

的首位！禱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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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8.16 靈修 (週四) 

題目：【一個警告】 

 

  【閱讀經文】（詩篇 127:1-5）詩篇 127 篇中 

 所羅門上行之詩。 

1 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若不是耶和

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2 你們清晨早起，夜晚安

歇，吃勞碌得來的飯，本是枉然；惟有耶和華所親愛的，必

叫他安然睡覺。3 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所懷的胎是他所

給的賞賜。4 人在年輕時生的兒女，好像勇士手中的箭。5 箭

袋充滿的人便為有福。他們在城門口和仇敵說話的時候，必

不至於羞愧。 

 

 【釋義】 

帶著詩篇 127 篇有關所羅門上行之詩的題註，進入這一篇詩的

研讀時，意義就相當重大了。第 1-2 節短短 75 個字，既標示

了所羅門王生平的最大缺失，同時又將我們今天的朝聖旅程與

詩人的經歷掛勾，將我們的「枉然勞力」、「枉然儆醒」與耶

和華的「建造」和「看守」作一個清晰的對立比較。 

 

透過這兩節經文，詩人幾乎將我們人生裡，大部份的真實情

況寫了出來。只是，當我們讀下去時，也許我們都有同一個

掙扎：難道我們努力工作、盡心盡力，保存我所擁有的一切

是錯誤的嗎？我們每天起來投入生活，為著生活和完成責任，

以致遲遲未睡，難道這一切都是「枉然」嗎？到底我們應如

何理解第 1-2 節？  

 

透過「若不是耶和華」一語，詩人指出：以一己之力建造個

人的事業，卻因此動搖了我們與神的關係，甚至令我們忘記

了人生的福氣，乃是那位與我們立約的神的賞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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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正是所羅門王最大的問題。但這是否同樣，也是我們的問

題呢? 

 

第 2 節說：「早起晚睡，為生活整天勞碌是枉然，因為上主賜

安眠給他所愛的人」（現代中文譯本）。詩人要告訴我們：我

們所真正要「擁抱」的是神，因為唯獨祂才能使我們「安眠」！ 

 

所羅門王的事提醒我們：忘記神的生活其實可以非常恐怖、

也是充滿罪惡的。神既是我們患難中的安慰；神同時亦成為

我們願意行在光明裡面的最大動力。心中有神的人，生活必

然更加謹慎。  

 

不忘記歷史的鑒戒，不忘記詩人對我們今日生活的警告，我

們就能夠在主裡面「安然睡覺」。 

 

 【禱告】 

天父上帝, 謝謝祢今天再一次提醒我，若不是在祢裏面，與祢

同工，建造祢要我建造的房屋，那一切都是枉然，都是虛空。

平日裏一切的勞碌繁忙，若不是祢的心意，那就是在吃自己

勞碌得來的，沒有永恒價值的「殘食」。求祢憐憫幫助我，

讓我定意建造祢的房屋，在祢的裏面「安然入睡」。以上禱

告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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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8.17 靈修 (週五) 

題目：【應有的傳承】 

 

 【閱讀經文】（詩篇 127:1-5）詩篇 127 篇下 

所羅門上行之詩。 

1 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若不是耶和

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2 你們清晨早起，夜晚安

歇，吃勞碌得來的飯，本是枉然；惟有耶和華所親愛的，必

叫他安然睡覺。3 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所懷的胎是他所

給的賞賜。4 人在年輕時生的兒女，好像勇士手中的箭。5 箭

袋充滿的人便為有福。他們在城門口和仇敵說話的時候，必

不至於羞愧。 

 

  【釋義】 

 詩篇 127 篇 3-5 節與上文有何關係？詩人到底要我們明白甚

麼？透過「生產」一事，詩人要告訴我們：兒女是神所賜的，

不是靠人的努力得來的。事實上，在「生產」一事上，到底

人所能夠做的是甚麼？其實相當少。整個生殖與繁衍的過程

裡，雖然我們也參與在其中，卻並非我們有能力可以製造這

些會行走、會講話、會成長的生命，我們就只是一個參與者

而已。 

  
這正好就是詩人要表達的意思──事實是，生命裡面一切的

事情都在神的手中，祂是創造者，同時亦是保存者，那些真

真正正使我們「不至於羞愧」的，既不是我們個人的願望能

夠實現，也不是我們那種忙碌的生活，更加不會是我們任何

的工作手段，卻就單單只是神！ 

因此，有神的生命已經是最有福份的了，現代中文譯本將第 3

節翻譯為「兒女是上主所賜，子孫是他賜給我們的福份」這

裡正好強調「福份」，卻並不僅僅是「賞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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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詩人說：「兒女好像勇士手中的箭，箭袋充滿的人，便為

有福」時，到底他所要表達的是甚麼？勇士的「箭」最重要

的乃是箭桿要直，否則射得不準；同一個道理，詩人要告訴

我們：不單只作父母的，事實上兒女的品格正直也是最重要

的，而這亦是「福份」的證明。毋怪乎，詩篇 128 篇 1 節正

好成為這一篇詩最有力的支持──「敬畏耶和華，遵行祂道

的人，便為有福」。簡單的一節聖經，既回應了 127 篇，更

加為所羅門王的經歷立下了一個重要的結論。  

 

 【禱告】 

慈愛的天父啊，要建造祢的房屋，也要讓祢賞賜給我們的兒

女住在祢的裏面！求祢賜下智慧，給我們做父母的一個謙卑

受教的心，讓我們認真學習，該如何成為孩子們健康成長的

好榜樣！要讓兒女有屬神的好品格，我們做父母的也應該有，

否則，祢為什麼把屬祢的兒女托付給我們呢？！願我們手中

做的、口裏說的，都討祢的喜悅。以上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得

勝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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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8.18 靈修 (週六) 

題目：【有福的人】 

 

 【閱讀經文】（詩篇 128: 1-6） 

上行之詩。 

1 凡敬畏耶和華，遵行他道的人，便為有福了。2 你要吃勞碌

得來的，你要享福，凡事順利。3 你妻子在你內室，好像多結

果子的葡萄樹；你兒女圍繞你的桌子，好像橄欖栽子。4 看哪，

敬畏耶和華的人，必要這樣蒙福！5 願耶和華從錫安賜福給你；

願你一生一世看見耶路撒冷的好處。6 願你看見你兒女的兒女！

願平安歸於以色列！  

 

 【釋義】 

詩篇 128 篇 1-6 節，可以說是詩篇第一篇最好的註解和應用。

細心觀察，「有福的人、凡事順利」（詩 1:2-3）正好與今天

的 1-2 節相呼應餘，「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按時候結

果子，葉子也不枯乾」（詩 1:3），也如同本篇詩裡所提及蒙

福之人的妻子「多結果子」（3 節），甚至是「兒女環繞著你

的桌子」（3 節）般果實纍纍。 

 

第 1 節可直譯為：「有福的／凡／敬畏／耶和華/遵行／祂的

道」。由此看來，詩人所要強調的，並不在於各種各樣的福

份，卻是信徒是否都願意，敬畏神、並且「遵行祂的道」。 

 

回應詩篇 127 篇談及所羅門王的問題，我們也許會更明白詩

人所要告訴我們的事情：「福份」並不是我們用盡勞力，所

能爭取回來的。事實上，所羅門王的故事正好告訴我們，這

一切如何最終「枉然」。因此，信徒所能竭盡全力的，乃是

一生之中如何努力地「遵行神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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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所要刻苦經營的，並不應該是我們的生活，反正神必定

會賜我們日用的飲食。我們卻要窮盡一生、敬畏神、並且遵

行祂的道；又在我們的生活裡，時刻反映出我們的信仰來。

或許在我們的眼前未如我們心中所想，但試問：神又豈會不

將最好的賜給我們呢？ 

 

詩篇 128 篇 2-6 節所提及「福份」的內容，不一定照樣，原

原本本地發生在我們身上，何解？因為神是體貼我們的，以

致祂要為我們預備的「福份」必然是最切合我們，也是為我

們量身訂造的。 

 

 【禱告】 

親愛的阿爸天父，我知道了，一生敬畏祢，遵行祢的道就有福！

這福使我凡事順利，卻不是隨我己意；這福使我多結果子，箭

袋滿滿，卻不是靠我一己之力。至于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侍奉

耶和華！以上禱告奉主耶稣基督得勝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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