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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行之詩 01 
朝聖之旅的起點 

 
唐興 牧師 

 
 

中心思想：認識世界與⾁體本性並在神應許中開始成聖之旅。 

 
背景：朝聖之旅-邁向聖殿旅途的開始 

123450

ת/֥לֲעַּ֫מַֽה ריִׁ֗ש   
 

1-禱告得應允-在急難中禱告與主聯合（1） 

6789:;<=>?@ABCDE75FGHIJK=LM6NOP0

    ׃יִנ ֵֽנֲעַּי ַֽו יִתאָ֗רָ֝ק יִּ֑ל הָתָ֣רָּצַּב הָו֭הְי־לֶא
 

2-禱告的內容-在急難中認識屬靈爭戰（2-4） 

2a-世界和⾁體的爭戰（2） 

N >?@QA<RS7TUVWJXY?Z[J\]50
 ׃ֽהָּיִמְר ן/ׁ֥שָּלִמ רֶ֑קֶׁש־תַפְּׂשִמ יִׁשְ֭פַנ הָליִּ֣צַה הָ֗והְֽי 

 

2b-對神聖審判的盼望（3-4） 

^ Z[J\]QA_`Rabcd_eabf`Rcd0
׃הָּֽיִמְר ן/ׁ֥שָל ְךָ֗ל ףיִ֥סֹּי־הַמּו ָ֭ךְל ֣ןֵּתִּי־הַמ   

g ChijJkl?mnoJpq500
׃םיִֽמָתְר יֵ֥לֲחַּג םִ֝֗ע ם֑יִנּונְׁש ר/ּ֣בִג ֣יֵּצִ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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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禱告的反思-在應許中追求盼望和睦（5-7） 

3a-寄居在欺騙的世界中 

r 7st8IuAv8wxyz3;{|}~0
ַ֣ג־יִּכ ֭יִל־הָי/ֽא ׃רָֽדֵק יֵ֥לֳהָא־םִֽע יִּתְנַ֗כָׁ֝ש ְךֶׁ֑שֶמ יִּתְר     

3b-寄居在⾁體的爭戰中 

� 7����?�J����v500
׃ם/ֽלָׁש ֥אֵנ/ׂש םִ֝֗ע יִׁ֑שְפַנ ּ֣הָּל־הָנְכָֽׁש תַּבַ֭ר  

� 7�?�A�7��AB�C_��50
׃הָֽמָחְלִּמַל הָּמֵ֝֗ה ֑רֵּבַדֲא יִ֣כְו ם/֭לָׁש־יִנZא  

 
前言： 

退修會上⼭之旅…上⼭，下⼭回家，你真的回到家了嗎？這個世界是你的家嗎？聖經的觀

念，聖經的世界觀是：我們不屬於這個世界，這個世界不是我們的家，我們是寄居在這個

要過去的世界上的。不僅如此，我們在地上的⽣活是⼀個朝聖之旅。我們的家是在天上，

在新天新地中與神永遠同住。我們是天上的聖殿，神的靈住在我們裡⾯。聖靈在我們裡⾯

有⼀個⼯作，祂要更新我們，建造我們成為最後與神同住，彰顯神榮耀的居所。這個⼯作

已經在我們裡⾯，在所有真正因信稱義的裡⾯開始了。這個⼯作成為成聖，成聖是⼀個漫

長的過程，⼀直到基督徒⾒主⾯之前，才會完成。我們就進入神永遠的同在，永遠與基督

在⼀起，我們就是天上的聖城新耶路撒冷。神應許我們祂⼀定會完成這個⼯作，⽬的是要

彰顯祂的榮耀。	
	
當我們還活在地上的時候，神⾏使祂的⼤能，使萬事都互相效⼒，透過聖靈引導我們走這

⼀條成聖的道路。詩篇120-134篇就是在描述這個過程。從成聖過程的開始⼀直到最後教

會的合⼀——詩篇133篇。134篇，我們看到朝聖者（複數）最後站在聖殿中頌讚神。	
 
背景：朝聖之旅-邁向聖殿旅途的開始 

123450

ת/֥לֲעַּ֫מַֽה ריִׁ֗ש   
 
以⾊列⼈朝聖之旅 

每年三次的節⽇，「無酵節」：紀念從埃及到⻄奈⼭ 詩篇113-118；「五旬節」：紀念⻄

奈⼭頒布律法，詩篇119；「住棚節」：從⻄奈⼭到錫安⼭，從曠野到聖殿，詩篇120-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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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聖約團體的朝聖之旅。以⾊列⼈通常攜家帶⼝，帶著⽜⽺驢，帶著路上吃的糧食，長

期跋涉，到耶路撒冷聖殿。是聖約的團體，就是教會的會眾從各地，長途跋涉到耶路撒冷 

 

詩篇中的詩篇（psalter within the psalter）。上⾏之詩是⼀本⼩詩歌本，由15篇詩篇120-

134組成，幫助聖徒屬靈⽣命的成長，豐富的福⾳真理⽣活原則（賜⽣命聖靈的律/法

則）。(Eugene H. Peterson)《在速食化社會中造就⾨徒》（Discipleship in an Instant 

Society）。認為這15篇詩是「⾨徒訓練之歌」。他說：「在這樣的世界裡，讓⼀個⼈對

福⾳的信息感興趣並不難。但是維持這種興趣非常困難。 在我們的⽂化中，數以百萬計

的⼈曾經決志要跟隨基督，但流失率非常⾼。 許多⼈聲稱已經重⽣了，但成熟的基督⾨

徒的證據微乎其微。 在我們這種⽂化中，任何東⻄，甚⾄是關於上帝的新聞，只要是新

鮮包裝的，都可以出售； 但是當它失去新鮮感時，它就會被丟入垃圾堆裡。 我們所處的

世界，講到關於屬靈經驗的事，就有很⼤的市場； 對耐⼼地操練獲得⽣命轉變的美德卻

沒有什麼熱情，也很少願意報名參加這樣長期的學習，幾乎沒有⼈關⼼過去幾代基督徒所

說的「聖潔」。」 

 

Peterson「我們需要從基督徒的成聖，⾨徒訓練，屬靈⽣命成長的⼼態來看這15篇詩

篇。「基督徒是⼀個長時間的順服基督的宗教a long-obedience religion，如果我們不知

道這個，我們就不知道什麼是基督教。事實上，如果我們不長期參與在（成聖之旅）其

中，我們甚⾄連基督徒都不是。」基督教不是外表道德⾏為的宗教，基督教是全⼈被更新

變化的宗教。全⼈被更新變化的過程，就是朝聖之旅、成聖之旅。上⾏之詩必須伴隨著我

們對羅⾺書6-8章的理解。羅⾺書6-8章必須伴隨著上⾏之詩的⽣活應⽤。 

 

120-寄居地的敵對環境。121-旅途上的困難，122-到達耶路撒冷，133-合⼀，134-聖

殿，夜間站在聖殿。 

 

解釋原則：上下⽂-詩篇119；詩篇第1篇-不從惡⼈的計謀；恩典之約的施⾏-律法的義的

成就，羅⾺書8章1-17節：成聖的總結；雅各書的舌頭-稱義信⼼的⾒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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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思想】：詩篇120，告訴我們：認識世界與⾁體本性，在神應許中開始成聖之旅。 

 

事實上，（Moo, 羅8:12）⾁體本性包括了世界，就是整個與神為敵的⽣命特質，世界是

⼀個舊的要過去的世代。無論是⼈類的本性還是屬世界的思想體系都是惡⼈的計謀，其中

沒有關於神的知識，沒有基督。當真正信主的⼈，被本性驅使和被世界迷惑的時候，思想

中是沒有神的救恩⽽ 

 

朝聖之旅的開始=成聖之旅的開始。Peterson：「基督徒朝聖者是⼀個對⾃⼰裡⾯的罪感

到悔改，和對他周圍的罪感到悔改的⼈，⽽且他現在朝向神，把他引導到那裡的是耶穌基

督。」 

 

認識世界：1）第5節，寄居在米設，住在基達帳篷；2）說謊的嘴唇和詭詐的舌頭 

神的應許 

這是⼀位在以⾊列⼈被擄之後，居住在耶路撒冷以外的外邦國家。他⽣活在與不認識神，

拜偶像，並且敵對以⾊列⼈的外邦國家。他⽣活在充滿敵意的環境中。他⽣活在⼀個沒有

任何希望的地⽅。他完全無法逃離外在情況帶來的⿊暗壓⼒。 

 

詩篇119:176節最後，說詩⼈「����}�A<R����A�7���RJ��」。

似乎說明了詩篇120篇的作者的⼼態。他是⼀隻迷失的⽺，他寄居在不屬於他的地⽅，他

的牧⽺⼈要引領他回家，才不⾄滅亡。但是，他沒有忘記神的命令，他沒有忘記，神的應

許，因此，他在這樣的環境中，開始迫切的告。你會發現在第1節中，神應允了詩⼈的禱

告，他按照神的應許描述了⾃⼰禱告的內容。最後，你會發現外在的情況完全沒有好轉，

「� 7�?�A�7��AB�C_��5」為什麼？這似乎是我們常常會遇到的情況。 

 

這是朝聖之旅的開始，這是成聖之旅的開始，這是基督徒屬靈⽣命成長的關鍵。神應許了

我們的禱告，神要拯救我們，但是許多時候那些急難困苦的情形會繼續下去。我們需要⽣

活在神的應許中，在信⼼中開始成聖之旅。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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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大意。經⽂分為3段：第1節：神應許了禱告。第2-4節：說明禱告內容。第5-7節：

對應許的反思。 

 

經文解釋： 

1-禱告得應允-在急難中禱告與主聯合（1） 

6789:;<=>?@ABCDE75FGHIJK=LM6NOP0

⾸先，（延續119）這位詩⼈是⼀位喜愛讀神的話的⼈，他喜愛遵⾏神的命令。從詩篇第

⼀篇來看，他是那⼀位詩篇第⼀篇中的有福的⼈。他被栽種在溪⽔旁的⽬的是要按時候結

出果⼦來。急難的時候就是結出聖靈的果⼦的季節。居住在敵對的外邦列國中是他結出果

⼦的環境。今天我們住住這個要過去的世界中，這就是我們成聖的環境，結出聖靈果⼦的

環境。 

 

詩⼈在急難中向神禱告，神應許了他的禱告。神答應要拯救他。神應許要拯救他。這是⼀

個多麼令⼈振奮的事情。所以，禱告成為成聖過程中的動⼒。在禱告中，聖靈感動我們，

使我們想起神的話，想起神的應許。在禱告中與主聯合是基督徒內住⽣命的動⼒。 

 

應用：與主聯合經歷主的帶領的主要⽅法之⼀，就是禱告 ，將各樣事情都藉著禱告帶到

主的⾯前。改教家⾺丁·路德有⼀段名⾔：「你必須學習求告神，不要⼀個⼈坐或躺在沙

發上、搖頭晃腦的，也不要思前想後、讓擔憂損害你的健康，...對你⾃⼰說：來吧！你這

個懶蟲；跪下來，向天舉起你的眼睛和雙⼿來禱告吧！」禱告是我們處理⽇常⽣活問題的

⽅法，實在不需要⾃⼰扛著所有的事、搞得⾃⼰⼼情煩躁不安、悶悶不樂、失望沮喪、或

驚慌喪膽，向神禱告是基督徒的⽣命動⼒。我們需要毫不矯飾的向神傾⼼吐意 - 盡⼒、

熱切的向神祈求訴說：祈求祂的⼒量、祂的祝福，求神賜給你信⼼、耐⼼，求神保守你，

求神全權的帶領和啟⽰...⼀直到你得著平安。禱告是⼀種交通交流，不是單⽅⾯的燒香拜

佛⼀樣的祈求事情要按照我們所想的⽅向發展。禱告是要我們學習順服主的旨意，信靠主

的安排。禱告是要我們順服和信靠主在我們成聖之旅的過程中的引導和帶領。 

 

2-禱告的內容-在急難中認識屬靈的爭戰（2-4） 

2a-世界的敵對與迷惑（2） 

N >?@QA<RS7TUVWJXY?Z[J\]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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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節是禱告的內容。詩⼈禱告的內容說明了他急難的環境，他求神拯救他脫離「VW

JXY?Z[J\]5」什麼是「說謊的嘴唇和詭詐的舌頭呢」？這是解釋這篇詩的關

鍵。我們可以看到三個⾯向： 

 

第一，外在言語的冒犯。從以⾊列⼈被擄寄居巴比倫來看，是指受到外邦⼈在⾔語上的冒

犯、攻擊、羞辱。因為，這段經⽂是講寄居在外邦異教⽂化的國家。以⾊列⼈居住在拜偶

像的外邦列國，必然在⽣活上與外邦⼈在許多地⽅是格格不入的。他們守安息⽇，他們的

飲食習慣…等等都會成為四周外邦⼈攻擊、嘲笑、侮辱的地⽅。這是異邦⼈對以⾊列⼈的

敵對。 

 

從⼤衛的是作者來看。從⼤衛受到掃羅和其周圍的⼈對他的攻擊來看。這種外在⾔語的冒

犯，也發⽣在聖約的團體中。弟兄姊妹，⽗妻關係…等等。今天教會也是如此，這種情形

會⼀直延續到最後主再來之前。顯然，詩篇120的作者是⼀個受到⾔語冒犯、攻擊、羞

辱，卻沒有在⾔語上販⼦的⼈。他把所有的情緒，放在禱告中，向神述說，他知道這是⼀

場屬靈的爭戰。（這是我們失敗的地⽅：不知道這是屬靈的爭戰，不知道這成聖過程中的

必要階段：我們的⾃尊、⾃愛、⾃憐的「玻璃⼼」。有的⼈掩飾⾃⼰⾔語的過失，通常會

說：我這個⼈就是說話很直，請你不要再意。他是⼑⼦⼝，⾖腐⼼…等等。都是不認識⾃

⼰⾁體本性，不認識聖靈的結果。） 

 

第二，屬世的的欺騙與迷惑。從巴比倫帝國⽂化宗教和以⾊列⼈之間的關係來看，以⾊列

⼈居住在巴比倫帝國，受到外邦不信神的異教⽂化的衝擊和試探。以⾊列⼈和異族通婚，

和他們有商業經濟上的往來。以⾊列⼈的後代漸漸不講希伯來語。屬世的⽂化思想漸漸影

響以⾊列⼈。舊約聖經中的巴比倫帝國的，到了新約的啟⽰錄（17-），被⽤來象徵所有

屬世界的經濟⽂化體系的「⼤淫婦」。今天的教會和被擄到巴比倫的以⾊列⼈⼀樣⾯臨屬

世⽂化經濟思維的攻擊。教會在許多地⽅已經和世界的⽂化無法區分了，傳講的信息和敬

拜的⽅式都已經被玷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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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今天我們需要認識許多商業廣告中的謊⾔，需要分辨社交媒體中傳來的資訊，我們

需要從那些承諾美好未來的謊⾔中被拯救出來，我們需要從那些假裝在權⼒和道德⽅⾯指

導我的政客們的謊⾔中被拯救出來，⼼理學家、社會學家的道德建議、各式各樣的追求健

康的資訊，無形中塑造我的⾏為準則和道德觀，以為可以使我們能夠長壽、快樂和成功地

⽣活，他們的謊⾔來⾃『輕輕治愈這個⼈類的傷⼝』的謊⾔，來⾃假裝將把我們⾃⼰本⾝

提升為掌管⾃⼰命運的隊長的職位。還有來⾃牧師們的謊⾔，他們『離棄上帝的誡命，堅

守⼈的教訓和傳統』（⾺可福⾳ 7:8），那些講道外在德⾏為的福⾳，⽽忽略了基督和基

督的⼯作，忽略了使基督徒明⽩，內住的聖靈如何透過神的話，從內到外改變⼈的⽣命的

福⾳。 求主救我脫離那個告訴我⽣命，卻忽略了基督的⼈。這些世界的⽅式，看起來是

容易理解的，但是卻忽略了聖靈的運⾏。我們需要認識這些事正發⽣在教會裡。我們正受

到世俗⽂化空前未有的攻擊。」（參考：Boice） 

 

第三，自己舌頭的治死。從恩典之約的施⾏來看，不論是⼤衛，還是被擄到巴比倫的真以

⾊列⼈（⼼裡受割禮的猶太⼈）。他們都是有聖靈內住的，真正因信稱義、重⽣得救的

⼈，是指⾃⼰受到⾔語攪擾冒犯後，如何靠聖靈治死⾃⼰的舌頭。因此，這段經⽂同時是

在講詩⼈⾃⼰如何順著聖靈治死⾃⼰⾝體的惡⾏，結出聖靈的果⼦。雅各書把制服舌頭看

為是稱義信⼼的⾒證。制服⾃⼰舌頭，必須知道⾃⼰的直接關係到我們屬靈⽣命的前進。

成聖之旅的第開始就是要開始靠著聖靈治死⼝舌之罪。⼝舌彰顯的是我們內⼼的罪的毒

根，即使是⼈背後的⾔語。詩篇 133篇講到弟兄們和睦同居，是新天新地的最後教會的合

⼀。 

 

雅3:5-8「� A¡¢Jq£¤¥¡¦J§¨©� \]ChqA87�ª«;A\]h¬

�J®¯A£°±²³A´£µ¶�J·¸¤¹ºA»¼h½¾¿À¤¥J5� ÁÂJ
ÃÄÅÆÇÅÈÉÅÊËAÌºÍÎÏÐÑA´ÒÓÔ�ÐÑ}©Õ Ö×\]Ø{�£Ð
ÑAh�Ù/J�ÚAÛ}ÜÝ�JÞß5」制服舌頭是稱義的信⼼長⼤成熟的⾒證。認

識⾃⼰舌頭是成聖路上長進的重要旅途。 

 

2b-對神聖審判的盼望（3-4） 

^ Z[J\]QA_`Rabcd_eabf`Rcd0
g ChijJkl?mnoJpq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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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節講到詩⼈理解到世界對以⾊列⼈的敵對羞辱和欺騙迷惑，會遭到神施⾏審判。⽽

第4節⽤的「勇⼠的利箭」和第7節的「爭戰」都是軍事⽤語，屬靈爭戰的象徵。神將會

審判世界，和世界上的⼈。「羅騰⽊」是做炭火的上成材料，象徵「審判的炭火」。「勇

⼠的利箭」像徵「神真理的話語」（聖經把話語看為利箭：詩64：3；耶9:3，8）。 

 

這是詩篇作者得到的應許：神的審判。神將要審判巴比倫，審判這個世界，審判所有屬⾁

體的⼈；所有屬於這個世界的⼈都要受到審判，包括⼀直順從⾁體與世界妥協的假信徒。

這是詩⼈禱告所得到的回覆。 

0

3-禱告的反思-在寄居中盼望和平（5-7） 

3a-寄居在欺騙的世界中 

r 7st8IuAv8wxyz3;{|}~0
3b-寄居在敵對的世界中 

� 7����?�J����v500
� 7�?�A�7��AB�C_��50
0

5-7節，詩⼈似乎⼜回到了開始的情況，在禱告中他得到了應允，他知道神的審判。但是

神並有把他從他所處的情況得到改善，他仍然處在敵對和欺騙的世界中。「米設」和「基

達」是外邦的地名。「米設」在最⼟耳其北部，「基達」在以⾊列東南的阿拉伯遊牧⺠族

居住的地區，基達是以實瑪利的後代，曠野裡⾯兇狠的⺠族。米設和基達是比喻外邦不信

神的⼈，。不是說作者實際上住在這兩個地⽅，⽽是在描述他的處境。他仍然住在不信神

的中間。屬⾁體本性的⼈仍然攻擊屬靈的⼈，屬世界的⽂化思想仍然期盼迷惑攻擊神的百

姓。 

 
加爾⽂：「信徒不傷害他⼈是不夠的：此外，他們必須學習以溫和的⽅式引導他們，並使

他們屈服於善意。 如果他們的溫和和仁慈被拒絕，他們必須耐⼼等待，直到上帝最終從

天上顯現，作為他們的保護者。 然⽽，讓我們記住，如果上帝不立即為我們伸⼿施⾏審

判，我們就有責任像⼤衛⼀樣，承受因延遲的審判⽽導致的疲倦，我們在詩篇中看到⼤衛

感謝上帝的拯救， 與此同時，他似乎因等待⽽疲憊不堪，同時也為他長期受到敵⼈的壓

迫⽽悲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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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詩篇120的意思是要我們認識世界與⾁體本性並在神應許中開始成聖之旅。 

 

來退修會走上⼭的路，彎彎曲曲動道路，是具有危險的，那你為甚麼要來？因為嚮往這個

地⽅，你嚮往和弟兄姐妹⼀同相處，你嚮往…。這種嚮往渴慕，加上你相信神的保守，勝

過了⼼裡的恐懼。同樣的，舊約的以⾊列⼈嚮往耶路撒冷的聖殿，但是即使他們到達地上

耶路撒冷的聖殿，他們還不能滿⾜，這就是為什麼詩篇134 

 

有意識性的認識⾁體世界，主觀的知道⾃⼰是處在⾁體的轄制下。 

 

1-我們的家鄉不在地上。我們正在被建造成為天上的聖殿，我們就是聖城新耶路撒冷。 

 

地上最美好的地⽅都不是我們的家鄉，我們的家鄉是我們在天上。當我們信主的時候，

「r à7�Ý8áâ;JãäAåæ7��wçè�éáºFR�êShÌëìP5� B

íæ7��wç>îè�ïéAè�ð8ñ1A」我們已經復活了，並且已經和基督⼀同

復活，⼀同坐在天上。這是我們的⾝分和地位，這是我們已經與基督聯合的事實。我們還

需要在地上在實際活出這個事實，經歷這個事實。我們必須提醒⾃⼰，我們的家鄉不在地

上，我們現在正在往天上的耶路撒冷聖殿前進。⻄3:1-3「òÏR�óô�wçè�ï

éACà<81õJö©�À{wçð8÷Jøù5N R�_úû1õJöA�_úû¾
1Jö5^ �üR�ÒÓÝ}AR�J¶��wçè�ý8÷Àõ5g wçh7�J¶
�ABþÿJãäAR�´_�Bè�þÿ8!"À5」 

 

2-我們不屬於這個世界。如何勝過這個世界呢？第一，基督已經勝過了世界，他要審判世

界。約16，「6Õ ®�ó�R�AR�#$�R�Ï%AÒÓ�7}56& R�ó'®¯A

®¯()'*+J©,�R��'®¯A-h7½®¯;./}R�AòÏ®¯C�R

�5」「^^ 7012ö=3R�Ah_æR�87Àõ{4558®1R�{6:A�

R�ÎÏ78A7ÒÓ9}®¯5」第二，看這個世界的⼀切為糞⼟。腓「Õ ���:A
7´0;öà<{=JA�7Ï>?7,wç>îü@A57üBÒÓBC;öA�<D

EAü_ê¥wç，」第三，檢視自己內心，在急難的時候，是什麼抓住了我們的⼼。我

們的財寶在哪裡，我們的⼼就在那裡。 

 

3-我們是不欠肉體的債。⾁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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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爾⽂認為這篇詩是⼤衛寫的。⼤衛遭到掃羅和掃羅周圍的⼈對他在⾔語上的污衊 

⼤衛作為君王受到⾃⼰弟兄的攻擊，⼤衛在⾔語上勝過⾃⼰的舌頭，預表基督受到猶太⼈

的攻擊，在⾔語上毫無過失 

今天我們在成聖的路上，要治死舌頭邪惡的⾁體⼒量，也要和⼤衛⼀樣，和詩篇120的作

者⼀樣，要藉著禱告，思想神的話，知道⾃⼰是受聖靈的引導，在走成聖之旅的開始。我

們需要認識⾃⼰舌頭帶來的罪惡，我們需要求主拯救我們…. 

翰·加爾⽂曾說過下⾯⼀段話：「逆境最主要的功能，是讓我們知道，我們要謙卑地服在

神⼤能的⼿下。神採⽤逆境來讓我們證明對祂的忠貞、將我們從⿇⽊中喚醒、釘死老我、

洗淨污穢、並使我們順服聽從神、多思念天上的事...逆境像是⼀劑良藥，促使我們發揮潛

能，更有活⼒。」 

 

彼前2:11-12「66 F)JGHQAR�hIJAhstJ57KR�_LMN«JOP©
1OPh�QR��J56N R�8ST�;ADàU2VWAæ�2XYR�h<�
JA��ZR�J[2üAå8\]J-¸^!"`÷5」 

 
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