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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8.26 靈修 (週日) 

題目：【直指未來的盼望】 

 

 【閱讀經文】（詩篇 132: 17-18） 

 17 在那裏我要使大衛的角茁壯，為我的受膏者預備明燈。18

我要使他的仇敵披上羞恥，但他的冠冕要在他頭上發光。 

 

 【釋義】 

從大衛的誓言（1－10 節）到神的誓言（11－16 節），這兩

節經文清楚指向了未來的盼望。第 17 節上半節：「在那裡我

要使大衛的角茁壯」，舊約裡「角」為力量的表徵，而祭壇

上掛著一個「角」，在於象徵神的臨在和能力；此外，「角」

也包含「發光」的意思。由此看來，第 17 節的「角」與「明

燈」乃是同義對仗。那麼，詩人所指「我的受膏者」是誰？

這裡應是指向大衛而言。由於神能力的臨在，使大衛能茁壯、

發光！這正好回應了本篇第 1 節，神確實記念大衛，使他的

王朝能如角生長起來，如明燈一樣照耀四方。 

  
有舊約學者指出，這一節經文甚至指向未來，因「角」除了

象徵大衛王朝的能力外，更指向彌賽亞的預表（路 1:68－

69），而「明燈」亦不僅僅指向大衛是以色列的燈，它更喻

指將來的光芒、永遠的王國。 

  
因著這緣故，「仇敵」必蒙羞恥，神所揀選的「王」卻要

「發光」。這可以說是一個堅定不移的結局，勝利就是如此

完全。換言之，邪惡只會在挫敗之中方寸大亂，公義卻要在

得勝中結下果子。這正好就是盼望為順服所寫下的實踐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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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 132 篇為我們培育記憶，並滋養了我們對未來的盼望，

藉以引導我們，走向成熟而順服之路。當我們頌唱這詩時，

正好給予我們機會，重新細味我們的信仰，就是如此的真實、

如此的實在、如此的永恆不變。 

 【禱告】 

掌管萬有的神啊，我們的未來全都在乎祢！我們的盼望全都根

植于祢！祢是我們的未來，祢是我們的盼望，除祢以外，在天

上我還能有誰？除祢以外，在地上我別無所求。願祢的旨意成

全在我的生命中。 以上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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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8.27 靈修 (週一) 

題目：【 在一起的美好】 

 

 【閱讀經文】（詩篇 133: 1-3）詩篇 133 篇上 

  大衛上行之詩。 

  1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2 這好比那

貴重的油，澆在亞倫的頭上，流到鬍鬚，又流到他的衣襟。3

又好比黑門的甘露降在錫安山，因為在那裏有耶和華所命定

的福，就是永遠的生命。 

 

 【釋義】 

這是上行之詩裡最短的一篇，因為在這一篇詩裡，實際的重

點其實只有一個：「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

等的美。」而第 2－3 節的作用，是要為這「何等的善，何等

的美」作出更具體和詳細的解釋。 

 

 詩篇 133 篇 1 的真正意義，大概有兩方面需要我們注意：  

1. 「看哪」一詞是舊約聖經經常出現的，是一個較強烈呼喚

聽眾留心的字眼。詩人其實是要提醒每一個，正在「聆聽」

的人，他現在所要講的，是非常重要的道理，這是每一位

朝聖者都要謹記的。因此，我們必須要張開眼睛看清楚啊！ 

2. 若是如此，我們就明白，「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

何等的美。」可是，在希伯來文聖經裡，這一小節的原文

根本沒有「和睦」一詞。若我們將這一節經文直譯就是：

「看！多麼好，又多麼美；兄弟居住，一起。」換句話說，

詩人要指出，並非因為能夠「和睦」所以「美好」；原來

更重要的是：朝聖群體只要能夠「在一起」，本身已經是

美好絕倫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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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朝聖的群體「在一起」已經是如此的「善」、如此的

「美」的話，值得我們思想的是：作為群體的一份子，我們

應該如何去珍惜和愛護這群體呢？  

 

環顧在我們身邊的朝聖隊伍裡，是否也散發著這一種美好的

質素？若非如此，這又是甚麼原因呢？  

 

深願我們為這一切祈禱，將我們所想到的交予我們的神，並

且求神讓我在其中，能夠確認這「美好」之餘，又能盡心竭

力地為這「在一起」的美好而努力！ 

 

 【禱告】 

親愛的阿爸天父，祢讓我們「看哪」，只要是敬拜祢的群體

能夠在一起，已經是很美善的了。是的，天父，我們為這樣

的美好，常常呈現在祢和祢的眾子面前來禱告。所求的是，

每一個來敬拜祢的，是用心靈和誠實來敬拜祢，求主興起和

使用這個群體，為祢發光！以上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

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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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8.28 靈修 (週二) 

題目：【對群體美好嚮往－溫暖、安舒、和平、相愛】 

 

 【閱讀經文】（詩篇 133:1-3 ）詩篇 133 篇中 

大衛上行之詩 

1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2 這好比那

貴重的油，澆在亞倫的頭上，流到鬍鬚，又流到他的衣襟。3

又好比黑門的甘露降在錫安山，因為在那裏有耶和華所命定

的福，就是永遠的生命。 

  

 【釋義】 

緊接著上文談及朝聖群體「在一起」的美好，詩人隨即透過

兩方面的比喻，為這「美好」作具體而詳細的解釋。 

 

第 2 節引用自出埃及記 29 和 30 章，有關亞倫被膏立為祭司

的記載。讀完這兩節，也許我們會有兩個疑問：  

1. 到底祭司被膏立與「弟兄同居的美善」有何關係？兩者看

似是風馬牛不相及的。  

2. 出埃及記 20:7 點到即止地告訴我們：將「膏油倒在他頭上

膏他」；問題是，詩篇 133 篇 2 節裡，詩人為何要那麼誇

張地提到這些「貴重的油」要從「頭上流到鬍鬚，又流到

衣襟」呢？  

「油」──在聖經裡是神同在的記號；「油」亦是閃閃發光

的，當吸收到太陽的溫暖後，它能使皮膚得滋潤，並且為人

帶來香氣。經文裡又提到，那些「油」從亞倫的「頭上流到

鬍鬚，又流到他的衣襟」，其中「頭上」、「鬍鬚」與「衣

襟」分別有不同的象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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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上」──是表達在思想上；流到嘴唇的「鬍鬚」是指在

言語上；而流到「衣襟」就是指生活層面上。三個層次的表

達，正好告訴我們：在我們的思想、言語、生活行為上，我

們都要將神最貴重的要求實現出來；換句話說，整個人就洋

溢著一種這樣的溫暖氣質。 

透過這樣的一幅圖畫，詩人要告訴我們：在神的團契裡，真

正就是有這一種溫暖、安適的品質，它與社會上那種推擠爭

競、冰冷涼薄，正好形成了強烈的對比。朝聖群體的「美善」

正在於此。 這群體是溫暖的、安舒的、和平的，更加是彼此

相愛的。  

求神幫助我們，使我們常常流露著這樣的一種生命質素，叫

我們能一同經歷「在一起」的美好絕倫。 

 【禱告】 

慈愛的天父上帝，我們是何等渴慕，能生活在這樣美善的群體

之中。 但我可能在自己的思想、言語、行為上，還沒有將那

最貴重的要求實踐出來；這溫暖、美善的氣質，我還無法展現

出來，求祢幫助我。以上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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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8.29 靈修 (週三) 

題目：【對群體美好嚮往是「阻隔」或「連繫」】 

 

 【閱讀經文】 （詩篇 133: 1-3）詩篇 133 篇下 

大衛上行之詩 

1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2 這好比那

貴重的油，澆在亞倫的頭上，流到鬍鬚，又流到他的衣襟。3

又好比黑門的甘露降在錫安山，因為在那裏有耶和華所命定

的福，就是永遠的生命。 

 

 【釋義】  

要了解詩篇 133 篇 3 節，我們先要掌握一點，當時候的地理

環境的狀況。  

黑門山是一個海拔九千多呎的高山，而錫安山則只有海拔千

多呎。因此，若從當地的環境來看，從黑門山到錫安山之間

的距離，不但十分遙遠，並且，在它們之間，更加有一系列

連綿不絕的群山。這樣看來，黑門山上的甘露，其實絕對沒

有可能流到遠處的錫安山的。若是如此，詩人到底要我們明

白甚麼？  

就以色列的氣候而言，夏季差不多全無雨水，然而，這卻是

多種農作物收成的時期（如：橄欖、葡萄等）；因此，每年

的收成，也就在乎那年的露水多寡。由此看來，在乾旱的日

子裡，「露水」確實是神所賜下極大的福氣。  

故此，露水從黑門山降到錫安山，覆蓋著整個以色列地，一

方面證明了，神供應的豐富；另一方面，詩人要告訴我們，

原來那從黑門山到錫安山之間，連綿不絕的群山，不但沒有

成為兩者的阻隔；相反，它卻成為了彼此的連繫，使黑門山

的露水能夠流到錫安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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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聖經多次提醒我們，肢體相愛是門徒的標誌，又印証我

們是「已經出死入生了」（約壹 3:14）。深願我們這朝聖的

群體也是如此。群體的同住合一， 是我們領受甘露從黑門到

錫安山的通路和連接。 

我們現在的群體中，有多少是阻隔？有多少是合一的連繫？ 

 【禱告】 
天父阿爸，我是何等盼望，凡事在祢的恩典中，領受從黑門山

流到錫安山的甘露；也就是教會的群體都走在合一的路上，為

的是將你的名被高舉！求主幫助，除去阻隔，建立全新的連接，

等候甘露的滋潤。以上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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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8.30 靈修 (週四) 

題目：【朝聖者向耶和華的稱頌】 

 
 【閱讀經文】（詩篇 134:1-3） 

上行之詩。 

1 你們耶和華的僕人，夜間站在耶和華殿中的，你們當稱頌耶

和華。2 你們當向聖所舉手，稱頌耶和華。3 願造天地的耶和

華，從錫安賜福給你們。 

 

 【釋義】  

詩篇 134 篇是上行之詩的最後一篇。詩人呼籲朝聖者要以

「稱頌」作為朝聖之旅的終結。  

 

這一篇詩雖然篇幅短小，然而，卻有其特色：「耶和華」與

「祝福」這兩個詞，在三節經文裡不斷重複, 是本篇的主題。  

 此外，第 1 節「耶和華的僕人」，大概既指向那些，到聖殿

裡朝聖的敬拜群體；同時亦指那些，在聖殿裡忠心侍候神的

祭司們。在這宣召的背後，這群體需要在「夜間站在耶和華

的殿中」稱頌耶和華。  

 

「夜間」──喻指警醒、等候，甚至是在困苦艱難的時刻，

也要如此地稱頌耶和華。作為上行之詩的結束，這可以說是

一個重要的提醒：朝聖旅途既然充滿挑戰，那麼，勿忘記要

警醒等候，即使在任何困境之中，也要稱頌神！ 

 

如此，神便「賜福」予一切凡願意如此稱頌祂的人。  「賜

福」, 普遍理解是，從上而下的單向表達，詩篇 134 篇卻提醒

我們：「賜福」乃是雙向的。耶和華神會「賜福」予一切，

願意無論在任何時刻都「稱頌」（原文為「祝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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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聖之旅的終結，原來並不單單只是神對人的「祝福」，同

時在於朝聖者對神的「稱頌」。神並未有將朝聖路途上的艱

難和挑戰挪開。作為朝聖者，我們要有心理準備，會遇上從

詩篇 120 至 134 篇的挑戰，這是一個既真實、又充滿血淚的

經歷；只是，我們要努力走下去，並且要竭盡全力，去走完

這路程。無論如何，神都有足夠的恩典賜予我們。願我們在

這朝聖之旅上，勿忘記「稱頌」神，那麼，神也必「賜福」

予我們。 

 

 【禱告】 

創造並掌管萬有的耶和華神啊，祢是配得稱頌的！無論我們

在甚麼景況中，你都配得我們稱頌！越認識祢，越要敬拜祢；

越經歷祢，越要去朝聖祢！願我們每一次的敬拜，都是將心

舉起，稱頌祢！以上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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