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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8.5 靈修 (週日) 

題目：【為這城求平安】 

 

【閱讀經文】（詩篇 122: 1-9）詩篇 122 篇下 

大衛上行之詩。 

1 人對我說：“我們往耶和華的殿去。”我就歡喜。2 耶路撒

冷啊，我們的腳站在你門內。3 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連結整

齊的一座城。4 眾支派，就是耶和華的支派，上那裏去，按以

色列的常例稱讚耶和華的名。5 因為在那裏設立審判的寶座，

就是大衛家的寶座。6 你們要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

愛你的人必然興旺。7 願你城中平安，願你宮內興旺。8 因我

弟兄和同伴的緣故，我要說：“願平安在你們中間！”9 因耶

和華我們神殿的緣故，我要為你求福。  

 

 【釋義】 

第 3－5 節描述朝聖者進入聖城後，眼前所見的是那「連結整

齊的一座城」（3 節）。詩人要指出：城裡面的每一塊石頭都

接合得天衣無縫，每一片的材料都是適得其所的；沒有鬆動

的石塊，更沒有多餘無用的材料。無論是城牆、或是樓塔，

它們都建造得穩固而結實。  

 

透過詩人對耶路撒冷的讚賞，透過耶路撒冷在建築上所呈現

的完整，詩人實際上是要告訴我們：這一切建築上的特點，

其實同樣可見於整個朝聖的群體裡，因為，緊接著詩人便說：

「眾支派，就是耶和華的支派，上那裏去，按以色列的常例

稱讚耶和華的名。」透過這一節經文，詩人要指出，在整個

朝聖的過程裡，雖然有不同的支派，但他們卻好像一個民族

一樣，有著和諧、美好的關係；雖然朝聖隊伍，來自不同的

處境和地區，但他們卻有著一致的目標和言行；雖然每一個

人的財富、智慧、背景等都有分別，但在整個敬拜的群體裡

卻能夠「連絡整齊」，這正好彰顯出屬神群體最重要的價值

所在──使外表的不合、誤會和差異變得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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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聖城的結構特徵，從而談論到朝聖者的「連絡整齊」，

然而，緊接下去，朝聖者並不是「歇息」，而是要回應詩人

給他們的一個命令和責任──為這城求平安！（「耶路撒冷」

是「平安之城」的意思），詩人真正的意思是：要使這個地

方真真正正地成為一個「平安之城」。  

 

 【禱告】  

我在天上的阿爸父，求祢把合一的靈放在我的心中。讓我成

為，願意為弟兄姊妹平安禱告的人；讓我成為，能與弟兄姊

妹親密連接的人；讓我成為，成就弟兄姊妹之間和睦、合一

的人。如此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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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8.6 靈修 (週一) 

題目：【 僕人的仰望】 

 

 【閱讀經文】（詩篇 123:1-4 ）詩篇 123 篇上 

上行之詩。 

1 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舉目。2 看哪，僕人的眼睛怎樣仰

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樣望主母的手，我們的眼睛也照

樣仰望耶和華我們的神，直到他憐憫我們。3 耶和華啊，求你

憐憫我們，憐憫我們！因為我們被藐視，已到極處。4 我們被

那些安逸人的譏誚和驕傲人的藐視，已到極處。  

 

【釋義】 

  古代近東的文化裡，「手」是一種重要的語言。特別在古時

候，主人用手去吩咐下人，呼叫他們來，同時亦都拂袖，就

要他們離開。換句話說，只要主人輕輕的一舉手，近身的僕

人就應該要知道主人的心意，近身的使女亦都必定要體察到

主母的意思。因此，僕人的眼睛盯著主人的手、使女望著主

母的手實在有兩層意義：  

1. 表明他們專心伺候自己的主人或主母；  

2. 他們都要留心聽從吩咐。  

「專心伺候」、「留心聽從」──詩人用這比喻，原來是要

朝聖的人明白一個好重要的道理：別只專注於自己。事實上，

假如神是真的，祂必然要比我們更了解我們的光景和困難；

假如神是真的，祂亦必然比我們還要明白我們所需要的。既

然如此，我們儘管好像「僕人的眼睛望向主人的手」和「使

女的眼睛望向主母的手」一樣，「專心伺候」、「留心聽從」

這一位主人的吩咐──「領受差遣」、「接受任命」，這樣，

也就足以證明了我們沒有站錯位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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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我們今天都在各種各樣的難處之中；或許，我們會祈求

神的恩典能大大地加之於我們身上，以至我們可以免除困難。

但是，我們又有否嘗試嚴肅地「站在」這位置上，學習「專心

伺候」、「留心聽從」的功課，以致我們明白到，神何以將我

們放在這裡，體會到神要我們在這裡的心意和使命呢？ 

 【禱告】  

天上的阿爸父，謝謝祢教導我，脫離一切困境的方法，就是

定睛仰望祢，將心思意念專注在祢的身上。求祢憐憫我的軟

弱，雖然相信祢，但往往還是專註於自己，求祢常常提醒我， 

  讓我把眼目轉向祢，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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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8.7 靈修 (週二) 

題目：【僕人的等待】 

 

【閱讀經文】（詩篇 123:1-4 ）詩篇 123 篇下 

  上行之詩。 

1 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舉目。2 看哪，僕人的眼睛怎樣仰

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樣望主母的手，我們的眼睛也照

樣仰望耶和華我們的神，直到他憐憫我們。3 耶和華啊，求你

憐憫我們，憐憫我們！因為我們被藐視，已到極處。4 我們被

那些安逸人的譏誚和驕傲人的藐視，已到極處。  

 

【釋義】 

詩篇 123 篇 3－4 節頗有特別：連同第 2 節的結尾，詩人在這

裡共三次求耶和華神的「憐憫」。然而，第 3－4 節卻又兩次

提及我們受盡了安逸人的譏誚和驕傲人的藐視。觀乎詩人的

說話和語氣，好像神沒有聽到他的呼求一樣。  

 

事實上，第 2 節詩人所講到僕人對主人的那種「舉目仰望」，

正好提醒我們：朝聖者與耶和華神之間有著相當親密的關係。

而這種神、人之間的關係，也就保證了，當我們陷入第 3－4

節的光景時，我們仍然不需要擔驚受怕，因為，這位守約施

慈愛的神是信實不變的，我們原來一直都活在一個更好、更

美妙的主人手下。也就是說，神不但沒有將我們當作不相干

的外人一般看待，祂更將我們放在心上，管理我們、引導我

們，並且愛護我們，我們要謹記的是甚麼？原來，我們都已

經活在「憐憫」之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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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他所要知道並且不要忘記的，乃是當他完成了朝聖之旅、

離開神的殿，再次回到自己的生活場景時，耶和華神仍然是

他力量的源頭，並且持續不斷地與他同在。 當我們沒有忘記

自己原來已經活在「憐憫」之下，並且一直在這位主人的看

顧之中，我們就知道：即使前面的路難以走下去，然而，有

這一位坐在天上的主人的幫助，我們必定能夠完成旅程，  

 

 【禱告】  

主啊，我知道祢是信實的神，是時時刻刻看顧著我的、憐憫

我的主，求祢幫助我建立這樣的信心，時刻知道祢是這樣一

位神，在任何的境況下都不要忘記：祢就是我隨時的依靠，

讓我有耐心，等候祢的拯救和大能的作為。禱告是奉主耶稣

基督的名祈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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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8.8 靈修 (週三) 

題目：【真實的信仰】 

 

【閱讀經文】 （詩篇 124: 1-8）詩篇 124 篇上 

大衛上行之詩。 

1 以色列人要說，若不是耶和華幫助我們，2 若不是耶和華幫

助我們，當人起來攻擊我們，3 向我們發怒的時候，就把我們

活活地吞了。4 那時，波濤必漫過我們，河水必淹沒我們，5

狂傲的水必淹沒我們。6 耶和華是應當稱頌的，他沒有把我們

當野食交給他們吞吃。7 我們好像雀鳥，從捕鳥人的羅網裏逃

脫； 羅網破裂，我們逃脫了。8 我們得幫助，是在乎依靠造

天地之耶和華的名。 

 

【釋義】 

雖然短短的 8 節經文，從第 2 節至第 7 節，詩人卻用了四分

之三的篇幅講到自己所遇到的危險和困難，有以下幾方面的

圖畫：  

 

第一幅（3 節）：詩人將敵人描述成為「猛獸」；敵人就好似

那些飢不擇食、如狼似虎的猛獸一般，要將以色列整個民族

完全的吞噬。 

  
第二幅（4－5 節）：這裡所描述的是一幅天災橫禍的圖畫，

是一個洪水幾乎將整個猶太民族淹沒的景況。  

 

第三幅（6 節）：這是一幅獵人狩獵的圖像。  

 

第四幅（7 節）：像「羅網」。設羅網與捕獵的目的，雖然都

是為了狩獵，但兩者之間的手法明顯是不同的：捕獵是明刀

明槍地追捕那些慌張逃跑的獵物，所以捕獵亦可以是一種娛

樂；但是羅網呢？為的是要獵物無可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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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這幾方面，詩人要我們明白兩個重點：  

 

1. 首先，詩人要告訴我們，他所遇到的那些敵人，兇殘如同 

猛獸一樣，而這些敵人的戰鬥力，更像洪水一樣覆蓋全地； 

2. 其次，以色列人就好像獵物一樣，在獵人的手下，受盡了

折磨，忍受著這百般的羞辱。  

 

這兩方面，正好就是詩人所描述到「那時」的光景，是一些

既真實而又相當痛楚的經歷。   

 

既然如此，我們就要明白到，詩人在這裡所講的，既不是平

安順遂，也不是，神如何保守他遠離和免除一切難處的見證。

相反地，詩篇 124 篇是一首非常誠實的詩歌，提醒今日作為

朝聖者的我們：要真實而又赤裸裸的面對生命。這篇詩，既

非一篇被篩選出來的見證，亦並非推廣那種，凡事順利的信

仰，而是用以證明，有神的生活如何比沒有的更好。  

 

 【禱告】  

親愛的阿爸天父，我沒有祢的時候是怎樣的光景，我是深深

體驗到的；自己的罪惡，環境的影響，往往讓我在一切的重

壓下，不能呼吸；我也體會到，在祢裏面的喜樂、平安，真

實體驗過“世上有苦難，在祢裏面有平安”。求祢幫助我在

祢的裏面，來勝過我所面對的一切艱難。禱告是奉主耶稣基

督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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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8.9 靈修 (週四) 

題目：【耶和華我們的幫助】 

 

 【閱讀經文】 （詩篇 124: 1-8）詩篇 124 篇下 

大衛上行之詩。 

1 以色列人要說，若不是耶和華幫助我們，2 若不是耶和華幫

助我們，當人起來攻擊我們，3 向我們發怒的時候，就把我們

活活地吞了。4 那時，波濤必漫過我們，河水必淹沒我們，5

狂傲的水必淹沒我們。6 耶和華是應當稱頌的，他沒有把我們

當野食交給他們吞吃。7 我們好像雀鳥，從捕鳥人的羅網裏逃

脫； 羅網破裂，我們逃脫了。8 我們得幫助，是在乎依靠造

天地之耶和華的名。 

 

 【釋義】 

當詩篇 124 篇的上文，如此真實地，將朝聖者所要經過的危

險與困難說出來時，詩人透過這種描述，是要叫我們明白一

個相當重要的道理：這一切全都是我們生活裡非常真實的層

面，朝聖者──今日我們也是要去面對的，而不是逃避。  

 

詩人既沒有指控，神何以沒有將困難挪開，同時亦沒有描述，

神如何奇妙地幫助。他就只是做一個相當具體的見證，以詩

篇的形式，將自己如何堅定相信神，而度過危難的真實經歷

呈現出來。  

 

「我們的幫助從上主來，他是創造天地的主」（現代中文譯

本）。既然耶和華神是天地的「創造主」，那麼，難道我們

所遇到的困境和危險，能越過祂的看顧與護理嗎？十六世紀

宗教改革時期，一個重要的人物約翰加爾文，他曾經這樣說：

「神一直工作著，一直維持及引導祂整個創造，以一個作父

親的情懷，來引導人類整個歷史。教會與基督徒是在神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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憐愛的手中，正如基督是在神的手中一樣。」 讓我們謹記：

神比「我們」更愛「我們」！  

 

信心──也許是從最困難的環境中成長的，卻不是在安逸之

中發展出來。讓我們認定，這位愛我們的神，一直都在看顧

著我們，祂沒有袖手旁觀，任由我們在困苦之中掙扎，祂是

一直與我們同在的。也就是這份「堅定的信心」，使我們在

面對如此巨大的挑戰時，更能經歷和體會到：耶和華是我們

的幫助呢！ 

 

 【禱告】  

天父上帝，祢是創造的主，祢不但創造了這個世界，也是我

個人的創造者。祢的創造不僅體現了祢的大能大力，也讓我

知道祢的愛。讓我在祢的大愛中沒有恐懼，因為祢創造我，

也會時刻的看顧著我，我願將自己，完全交托在祢愛的懷抱

中。禱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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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8.10 靈修 (週五) 

題目：【堅固的磐石】 

 

 【閱讀經文】（詩篇 125:1-5 ）詩篇 125 篇上 

  上行之詩。 

  1 倚靠耶和華的人好像錫安山，永不動搖。2 眾山怎樣圍繞

耶路撒冷，耶和華也照樣圍繞他的百姓，從今時直到永遠。

3 惡人的杖不常落在義人的份上，免得義人伸手作惡。4 耶

和華啊，求你善待那些為善和心裏正直的人。5 至於那偏行

彎曲道路的人，耶和華必使他和作惡的人一同出去受刑。願

平安歸於以色列。 

 

 【釋義】 

要了解詩篇 125 篇 1－2 節，我們首先要明白耶路撒冷的地理

環境是如何的。基本上，耶路撒冷位於眾山環繞之間，由於

得到眾多個山嶺作為堅固的保障，因此，大可以說是一個最

安全的城市。透過耶路撒冷地理環境的特點，詩人要告訴我

們：一個信靠神的人，其實亦都如此地被神圍繞著，堅固而

不變、穩妥而實在，如同耶路撒冷一樣。因此，朝聖者要謹

記，我們在世度日，並不是在眾目睽睽之下，走上一條沒有

保護、沒有救生網的鋼索，任由危險發生。相反地，朝聖的

人安坐在堅固的堡壘內，裡面確實是穩妥而實在的。毋怪乎，

詩人要說：「永不動搖」。 

 

當詩人說：「倚靠耶和華的人好像錫安山，永不動搖」的時

候，我們有甚麼感受？也許我們都是那「倚靠的人」，只是，

我們也同時覺察到自己常常的「動搖」。 從舊約以色列人的

反覆，到新約福音書裡門徒的軟弱，也許，作為朝聖者的我

們要相當小心，免得跌進這陷阱之中，對我們的神失去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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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忘記，神是「永不動搖」的。但願我們抓緊這實在的應許，

在波浪洪濤般的挑戰之中，仍然堅定而不動搖地，走完這朝

聖之路，直到再見主面吧！  

 

 【禱告】  

父神，我們知道祢的應許，祢是磐石，祢是山寨，祢是我們

患難中隨時的幫助。可是，在難處之中，我們往往看不到祢，

往往對祢的信心動搖，求祢幫助我們更真切的知道，祢時時

刻刻都在保護著我們，我們在祢的裏面，就能信心滿滿的面

對一切的境況，禱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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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8.11 靈修 (週六) 

題目：【朝聖者的責任】 

 

 【閱讀經文】（詩篇 125:1-5 ）詩篇 125 篇下 

  上行之詩。 

  1 倚靠耶和華的人好像錫安山，永不動搖。2 眾山怎樣圍繞

耶路撒冷，耶和華也照樣圍繞他的百姓，從今時直到永遠。

3 惡人的杖不常落在義人的份上，免得義人伸手作惡。4 耶

和華啊，求你善待那些為善和心裏正直的人。5 至於那偏行

彎曲道路的人，耶和華必使他和作惡的人一同出去受刑。願

平安歸於以色列。 

 

 【釋義】 

承接第 1－2 節有關「動搖」的主題，詩人在這裡帶出了另一

幅圖畫。透過第 3 節的下半節，詩人背後其實是要告訴我們

一個極重要的道理：若是邪惡勢力沒有止息下來、仍不斷地

對朝聖者，作出壓迫與傷害的話，屆時就算是最虔敬的人，

也可能會被迫「作惡」、走向那「邪惡的道路」。然而，值

得注意的是，第 3 節的上半節裡，詩人清楚而肯定地告訴我

們，危險與壓迫，永遠不會是我們無法承受的。由此看來，

邪惡不過是暫時的而已，它更不會是永恆的。 

 

透過這一節經文，詩人提醒我們：神確實是我們最堅固的保

障。只是作為朝聖者，我們必須竭力保守自己，才不會在艱

難的時候「行差踏錯」。毋怪乎，詩人在第 4 節裡向神呼求，

求神「善待良善的人，賜福給遵守你（神）命令的人」（現

代中文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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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節裡，詩人再帶出了一幅圖畫，就是那「偏行彎曲道路

的人」的結果。詩人要提醒我們：原來當我們「動搖」、

「站立不穩」的時候，我們就會從「義人的土地上」被趕逐

「出去」，後果是相當嚴重的。  

 

哪怕惡人的勢力強大，神從來都與「義人」同站一處，並且

以祂的信實、慈愛來「圍繞」著我們，並且保護我們。朝聖

者啊！我們有這一份信心嗎？我們在任何景況之中，仍然能

夠自己謹慎、不偏行己路嗎？我們有否拒絕「伸手作惡」、

拒絕與惡人為伴呢？ 

 

 【禱告】 

主啊，祢的應許是那麽的真實，祢是我們患難中的避難所，

同時祢對我們屬祢的子民也有要求，就是在任何的艱難中，

要願意堅守在祢的道上。求祢堅固我的心，祢是我內在的力

量，讓我在任何的境況下，都能堅守行在祢的道上。禱告祈

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們！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