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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5 ת/֥לֲעַּ֫מַֽה ריִׁ֗ש 0

 
守護的源頭：耶和華是神 

1我要向⼭舉⽬， 我的幫助從何⽽來？  

ֹבָי ןִיַ֗אֵ֝מ םיִ֑רָהֶה־לֶא יַניֵ֭ע אָּׂ֣שֶא תֹו֥לֲעַּ֫מַֽל ריִׁ֗ש ׃יִֽרְזֶע א֥   
2 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來。  

ֹע ׃ץֶרָֽאָו םִיַ֥מָׁש הֵׂ֗ש֝ הָ֑והְי      םִ֣עֵמ יִרְזֶ֭ע
 
守護的應許：聖約的守護 

3 祂必不叫你的腳搖動，保護你的必不打盹！ 

׃ ֹׁש ָךֶֽרְמֽ    םּו֗נָ֝י־לַא ָךֶ֑לְגַר טֹוּ֣מַל ןֵּ֣תִי־לַא
4 保護以⾊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覺。  

ֹל הֵּ֣נִה  ֹלְו םּונָ֭י־אֽ לֵֽאָרְׂשִי רֵ֗מֹוׁ֝ש ןָׁ֑שיִי א֣  

5 保護你的是耶和華，耶和華在你右邊蔭庇你。 

׃ָך ֶֽניִמְי דַ֥י־לַע ָ֗ךְּלִ֝צ הָ֥והְי  הָ֥והְי  ָךֶ֑רְֹמׁש    
 
守護的範圍： 

6 ⽩⽇，太陽必不傷你； 夜間，⽉亮必不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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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ל ׁשֶמֶּׁ֥שַה םָ֗מֹוי ׃הָלְיָּֽלַּב ַחֵ֥רָיְו הָּכֶּ֗כַי־אֽ   
7 耶和華要保護你，免受⼀切的災害。他要保護你的性命。 

׃ָךֶֽׁשְפַנ־תֶא רֹ֗מְׁשִ֝י עָ֑ר־לָּכִמ ָ֥ךְרָמְׁשִי הָ֗והְֽי    
8 你出你⼊，耶和華要保護你，從今時直到永遠。  

׃םָֽלֹוע־דַעְו הָּ֗תַעֵֽ֝מ ָךֶ֑אֹובּו ָ֥ךְתאֵצ־רָמְׁשִי הָ֗והְֽי    
 
前言： 

我們要繼續來思想上⾏之詩。詩篇120-134被稱為是詩篇中的⼩詩歌本。是那些被來到巴

比倫回到耶路撒冷的以⾊列⼈，在旅途上唱的詩歌。他們離開寄居的異邦⽂化的敵對環

境，他們開始往耶路撒冷展開朝聖之旅。他們盼望，渴慕回到他們真正的家鄉，他們盼望

渴慕到聖殿中敬拜他們的神。這是⼀條漫長的旅途，⼀條充滿危險試探的旅途。他們結伴

⼀同展開旅途，他們是⼀個朝聖的團體。他們是屬神的百姓，往他們的家鄉前進。 

 

今天我們也是正在慢慢地離開我們在地上寄居的地⽅，邁向天上的耶路撒冷，我們也在地

上被建造成為天上的聖殿。基督徒在地上的⽣活，同時是成聖的過程，成聖的旅途。我們

不僅要⾯對⽣活上許多無法預測的⼤⼤⼩⼩的不順利，甚⾄災害、苦難。我們需要神的保

守，我們需要神應許的守護。 

 

經文重點：「保護/守護」[ רַמָׁש ]是(shamar) 這篇詩鑰字（key word），在這篇詩中出

現了6次。3-5節3次。另外⼀個字是「耶和華」出現了5次。在3-5節中，兩次「耶和

華」和三次「保護/守護」，6-8節，也出現兩次「耶和華」和三次「保護/守護」 

 

詩篇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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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開始脫離說謊的

嘴唇和詭詐的舌頭。他知道⾃⼰不屬於這個世界，他知道要與⾃⼰⾁體本性爭戰。這是朝

聖之旅的開始，這是屬靈⽣命成長的起始點。現在朝聖者要開始朝向耶路撒冷展開他的朝

聖之旅。 

 

詩篇121 中心思想：詩篇121告訴我們，我們會在成聖過程中認識和經歷神守護的應許 

朝聖者在旅途之中，在許多困難的環境和遭遇中，因為認識和明⽩神所應許的保護，在信

⼼上得著安慰堅固，在神的應許中，堅忍持守神的應許，最後他就看到了耶路撒冷，他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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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聖殿：詩篇122篇⼀開始就說：「⼈對我說：“我們往耶和華的殿去”， 我就歡喜。 

2 耶路撒冷啊， 我們的腳站在你的⾨內。」 

 

詩篇121 中心思想：神是守護者-在成聖過程中使我們認識祂的應許和經歷祂守護 

 
經文大意： 

三個段落：1）1-2節，守護的源頭；2）3-5節，守護的應許；3）6-8節，守護的範圍。 

 

這是⼀篇從旅途開始，⼀直到接近耶路撒冷的整個過程中唱的詩篇。在神應許的保護中，

以⾊列的朝聖者，⼀路長途跋涉，前往他們所盼望的聖城聖殿。朝聖者在旅途之中，在許

多困難的環境和遭遇中，因為認識和明⽩神所應許的保護，在信⼼上得著安慰堅固，他在

神的應許中，堅忍持守神的應許，最後到達了耶路撒冷，進入了聖殿：詩篇122篇⼀開始

就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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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內。」 

 

今天的基督徒，歷代的聖徒，都是在朝向天上的聖城新耶路撒冷前進。我們稱這個旅旅程

為成聖之旅。舊約聖徒朝聖之旅，就是⼀個成聖之旅 

 
1-保護的源頭：耶和華是神。 

1我要向⼭舉⽬， 我的幫助從何⽽來？  

ֹבָי ןִיַ֗אֵ֝מ םיִ֑רָהֶה־לֶא יַניֵ֭ע אָּׂ֣שֶא תֹו֥לֲעַּ֫מַֽל ריִׁ֗ש ׃יִֽרְזֶע א֥   
2 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來。  

ֹע ׃ץֶרָֽאָו םִיַ֥מָׁש הֵׂ֗ש֝ הָ֑והְי      םִ֣עֵמ יִרְזֶ֭ע
 
 

【講解】詩⼈⼀開始發出問題。他在朝聖的路上，離開了他居住的環境，看到前⾯重重的

⾼⼭，想到前⾯旅途的艱難，可能會遇到的問題：地形環境的艱苦，⾃然的災害，野獸的

攻擊，強盜的侵犯…他⾯前的⾼⼭，具有負⾯的意義，似乎在告訴他：你是無法⾃⼰獨立

地去完成這趟旅途。因此他問⾃⼰，「我的幫助從何⽽來？」 

 

從另外⼀⾯來看，「我要向⼭舉⽬」，還有另外⼀個正⾯的意義，「⼭」象徵耶和華神的

居所，神的寶座（Edelitzch）。詩⼈從⾯前的⼭，想到了那⼀座神的居所錫安⼭。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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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坐在天上的主啊， 我向你舉⽬。 」詩篇48:「耶和華本為⼤！在我們神的城中，

在他的聖⼭上，該受⼤讚美！」 

 

【例證】如果這位創造天地的神，曾經以⼤能的⼿把以⾊列⼈從埃及拯救出來，帶領他們，

漂流曠野40年，供應他們， 

 

當這位詩⼈說：「我的幫助從造天造地的耶和華⽽來。」他知道這位神不僅創造天地，⽽

且是和以⾊列立約的神。他不⼤能地⾏神蹟奇事，審判了埃及，把以⾊列⼈從埃及領出來，

頒布律法，教導他們律法，使他們成為神國度的⼦⺠，帶領他們在曠野40年， 

 

【應⽤】今天的基督徒和被擄歸回走朝聖之旅的以⾊列聖徒⼀樣，我們需要知道我們的幫

助的源頭是什麼？是地上世界的那些做⼈道理嗎？還是神在聖經中向我們啟⽰的祂的計劃

呢？當我們在⾯臨困難、苦難的時候，就是在試驗我們，要我們認識我們的幫助從那裡來。

同樣的， 

 
2-守護的應許：聖約的守護。 

3 祂必不叫你的腳搖動，保護你的必不打盹！ 

ֹׁש םּו֗נָ֝י־לַא ָךֶ֑לְגַר טֹוּ֣מַל ןֵּ֣תִי־לַא ׃ָךֶֽרְמֽ   
4 保護以⾊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覺。  

ֹל הֵּ֣נִה  ֹלְו םּונָ֭י־אֽ לֵֽאָרְׂשִי רֵ֗מֹוׁ֝ש ןָׁ֑שיִי א֣  

5 保護你的是耶和華，耶和華在你右邊蔭庇你。 

׃ָך ֶֽניִמְי דַ֥י־לַע ָ֗ךְּלִ֝צ      הָ֥והְי ָךֶ֑רְֹמׁש הָ֥והְי
 
【講解】3-5節講到神守護的應許。這位朝聖者他似乎聽到⼀個莊嚴權威的聲⾳向他說話。

⽤第三⼈稱，祂來形容創造天地的神耶和華所應許的幫助。這裡清楚的說明這位神耶和華

是守護以⾊列的聖約的耶和華，和以⾊列立約的耶和華，也是朝聖者個⼈的耶和華。保護

以⾊列的神，就是保護朝聖者個⼈的神。這個應許是聖約的守護。 

 

【例證】使⼈想起⺠數記「22 耶和華曉諭摩西說：23 “你告訴亞倫和他兒⼦說：‘你們

要這樣為以⾊列⼈祝福說：24 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25 願耶和華使他的臉光照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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賜恩給你。26 願耶和華向你仰臉，賜你平安。’27 他們要如此奉我的名為以⾊列⼈祝福，

我也要賜福給他們。”」 

 

我們知道後⾯的歷史，守護以⾊列的耶和華，不打盹，也不睡覺。祂⼤能第帶領以⾊列⼈

在曠野40年，供給他們⼀切⽣活所需，他們衣服沒有穿破，他們腳也沒有踵。這位創造

天地的神，把他們帶到曠野，⽬的是要苦煉[ הָנָע ](humble／humiliate屈辱]他們，他任他

們饑餓，是要將他們祖先所不認識的嗎哪賜給他們吃，使他們知道，⼈活著不是單靠食物，

乃是靠耶和華⼝裡所說的⼀切話。神雖然管教他們[管教[ רַסָי ](discipline, chasten, 

instruct)[παιδεύω]。但是，最後在曠野新⽣的⼀代以⾊列⼈都進入了神所應許的迦南地。 

 

以⾊列⼈出埃及，漂流曠野，征服迦南的⽬的，是要以⾊列⼈經歷神的守護，不僅守護他

們地上的⽣活和供應，並且守護他們屬靈新⽣命的成長（新⽣⼀代的以⾊列⼈）。曠野是

神的設計，神的⽬的是要「屈辱/謙卑、試驗、教導」以⾊列⼈。 

 

書14:17「我們斷不敢離棄耶和華去事奉別神，17 因耶和華我們的神曾將我們和我們列祖

從埃及地的為奴之家領出來，在我們眼前⾏了那些⼤神蹟，在我們所⾏的道上，所經過的

諸國，都保護了我們。」今天，同樣的，神在我們⾝上⾏了⼤神蹟，把我們聚集在⼀起成

為基督的教會，使我們越來越明⽩認識基督和基督的⼯作。 

 

⽽在被擄歸回的以⾊列⼈也要經過從巴比倫到耶路撒冷的曠野，他們在長途拔涉中也經歷

神的守護，神的話也成為他們⾯對地上困難時候的幫助。他們在朝向聖殿邁進的時候，他

們是在信⼼中，在思想神的應許中往前的。他們想到神守約的信實，他們在信⼼中邁向聖

城耶路撒冷。 

 

WBC註釋（Allen Leslie）：「耶和華與以⾊列團體之間的盟約關係包括該團體的個⼈成

員。 以⾊列在其整個存在過程中的救恩經歷會反映在以⾊列⼈的⽇常⽣活中。 上帝的不

斷地同在，活潑的，永不沉睡的，將會抵禦攪擾他在⽇常⽣活中的威脅。」 

 



 6 

我們知道這個聖約就是恩典之約，從創世紀3:15節⼀直到主耶穌再來，所有因信稱義的聖

徒都包括在內。神以祂的信實、公義、慈愛執⾏祂的聖約，要把我們從世界中救贖出來，

帶我們進入祂的國度，成為祂的⼦⺠，把律法的義成就在我們⾝上，最後把我們模成祂的

兒⼦基的形象。這是神守護的應許，這是聖約的守護——第⼆點。 

 

【應⽤】今天我們也是在信⼼中，在神聖約的應許中，走過今⽣的曠野。我們在地上的⼀

⽣都是在神聖約應許中的守護。他供應我們地上⽣活⼀切所需，他讓我們經歷許多困難，

⽬的是要苦煉我們，就是使我們謙卑，使我們認識到：⼈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不是單靠地

上⼀切屬物質世界的幫助（醫療的，經濟的）⽽是靠耶和華⼝裡所說的⼀切話。我們的家

鄉不屬於這個世界，我們的家鄉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我們就是神的殿，我們正被建造成

為天上的聖殿。我們的⼀⽣，就是神建造我們成為天上聖殿的過程。祂是我們聖約的耶和

華，祂守護我們，祂供應我們，祂也管教我們，⽬的是要引領我們進入最終的迦南美地，

就是進入新天新地。⽽這個⼯作已經發⽣了，當你信主的時候，聖靈就內住在你的裡⾯。

在今⽣的曠野，祂使你認識，渴慕，追求祂的話。引領你越來越認識祂，知道如何跟隨祂， 

 
3-守護的範圍：全面性守護。 

6 ⽩⽇，太陽必不傷你； 夜間，⽉亮必不害你。 

ֹל ׁשֶמֶּׁ֥שַה םָ֗מֹוי ׃הָלְיָּֽלַּב ַחֵ֥רָיְו הָּכֶּ֗כַי־אֽ   
7 耶和華要保護你，免受⼀切的災害。他要保護你的性命。 

׃ָךֶֽׁשְפַנ־תֶא רֹ֗מְׁשִ֝י עָ֑ר־לָּכִמ ָ֥ךְרָמְׁשִי הָ֗והְֽי   
8 你出你⼊，耶和華要保護你，從今時直到永遠。  

׃םָֽלֹוע־דַעְו הָּ֗תַעֵֽ֝מ ָךֶ֑אֹובּו ָ֥ךְתאֵצ־רָמְׁשִי הָ֗והְֽי   
 
【講解】這段經⽂講到守護的範圍。⽩⽇太陽，夜間⽉亮是⼀種無常的極端的變化情況的

比喻。⼈⽣看起來許多時候會發⽣極端的變化，造成⼈⼼裡的恐懼，成為朝聖者路途上積

極往前的阻礙，成為成聖過程中信⼼的阻礙，成為屬靈⽣命成長的阻礙。但是，這些都在

聖約耶和華守護的範圍之內，⼀切都在祂的掌管和計劃之中。不僅在所有的事情上，⽽且

在所有的時間內，不論我們在什麼地⽅「你出你⼊，耶和華要保護你，從今時直到永遠。」

這正說明了耶和華是那⼀位創造天地宇宙萬物，並且掌管護理所有受造物⾏動的神。祂獨

⾃以起誓⾃我咒詛的⽅式和亞伯拉罕立約，就是我們信⼼之⽗立了約，要興起⼀位神國度

的君王，要帶領我們進入祂的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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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證】耶和華守護你，祂守護你，耶和華守護你，在這三節經⽂中重複了三次。這不僅

是守護⽽已，這是同在的應許，與你同在，從今時直到永遠的應許。創28:15，神向雅各

重申亞伯拉罕之約/恩典之約的應許「15 我也與你同在，你無論往哪裡去，我必保佑你，

領你歸回這地，總不離棄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應許的。」這個應許在基督⾝上已經應

驗了，祂的名字是「以⾺內利」就是「神與我們同在」。祂藉著聖靈住在我們裡⾯。 

 

這種同在的守護不僅是空間上的：「免受⼀切的災害」，⽽且是時間上的：「從今時直到

永遠」。這是全⾯性的守護。這是第三點：神守護我們的範圍是全⾯性的守護。 

 

【應⽤】但是，你會說，第7節「耶和華要保護你，免受⼀切的災害。他要保護你的性

命。」這似乎很難和我們⽣活的實際情況相符合。因為，災害也會發⽣在敬虔愛主的基督

徒⾝上，⽽且許多敬虔愛主的基督也都英年早逝（約翰88歲唯⼀平靜去世，彼得66歲，

使徒保羅 64歲。路德62歲患有多種疾病，幾乎瞎眼，⼀直講道直到最後。加爾⽂55歲，

也是⼀直講道到最後被⼈⽤擔架抬上講台），並沒有受到守護。這⼀句話是真的嗎？ 

 

羅⾺書第8章提供了我們答案：「28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叫愛神的⼈得益處，就是

按他旨意被召的⼈。29 因為他預先所知道的⼈，就預先定下被模成他兒⼦的形象（和合

本：效法他兒⼦的模樣），使他兒⼦在許多弟兄中作⾧⼦。30 預先所定下的⼈⼜召他們

來；所召來的⼈⼜稱他們為義；所稱為義的⼈⼜叫他們得榮耀。」愛神的⼈就是所有屬基

督的⼈，所有因信稱義的⼈。愛神總結了所有基督徒內⼼的基本導向。穆爾 (Douglas 

Moo)：「這裡的益處，不是說基督徒在今⽣所經歷的不好的事情，都會被扭轉成為美

好。因為，只有當這些事情精煉我們的信⼼，並堅固我們的盼望時，許多我們受苦的事情

才會促成我們的益處」「益處」，就是最後被模成兒⼦都樣式，得榮耀。 

 

保羅說這是基督徒都知道的：神在我們⾝上的計劃。這計劃是要我們最後得榮耀（30

節），就是被模成基督的樣式，我們都要像基督，與基督聯合。就是當基督徒都⾝體復

活，並且被改變是，我們就在基督的榮耀裡與祂聯合。就被建造成為天上的聖殿。這是基

督徒在地上的⽣活的最終⽬的。這是⼀個過程，⼀個朝聖之旅，⼀個成聖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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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爾說：「其實，給我們的應許乃是：在這世界上，沒有⼀件事不是神⽤來幫助我們⾏走

在世上的旅程，把我們平安，確定地帶到那旅程榮耀的⽬的地。」 

 

「神的⼼意是要讓每⼀個在耶穌基督裡被稱義的⼈得榮耀。我們最終得勝的確據，就是奠

基於神所賜給我們的這個應許上。但是，這是⼀個未來的應許，在我們⽣活在這個世界上

的時候，仍然會經歷痛苦，焦慮，沮喪，和災難。所以保羅提醒我們，神差遣聖靈進入祂

所稱義的每⼀個⼈⼼中，藉此⿎勵我們。在苦難當中，聖靈賜給信徒能⼒和安慰；在懷疑

當中，祂賜下確據。對於那些於主直接關係感到過度焦慮的基督徒，神沒有容讓聖靈⾏使

那職事。我們之所以能讓聖靈之我們的⼼裡運作這確據的職事，是藉著重新委⾝於敬虔的

⽣活——禱告，讀經，基督徒的團契。」 

 

在成聖之旅，神所應許的全⾯性的守護：「35 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難道是患

難嗎？是困苦嗎？是逼迫嗎？是飢餓嗎？是⾚⾝露體嗎？是危險嗎？是⼑劍嗎？36 如經

上所記：“我們為你的緣故終⽇被殺，  

⼈看我們如將宰的⽺。” 37 然⽽，靠著愛我們的主，在這⼀切的事上已經得勝有餘了。

38 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是天使、是掌權的，是有能的，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

事，39 是⾼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這愛是在

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的。」 

 

我們的成聖之旅是從「不定罪」開始，基督的愛就永不與我們隔絕了。祂在我們所有的經

歷中與我們同在，祂的話光照我們⼼裡的愚昧，祂的話⿎勵我們的沮喪，祂的話堅固我們

的軟弱，祂的話責備我們的懶散。祂是創造天地的耶和華，祂是叫 

 

 

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