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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灣聖徒改革宗長老會－主日信息 
 

12-11-2022 
詩篇123 
上行之詩 04 

朝聖者得勝的信心 
 

唐興 牧師 

 
經文： 
1-在禱告中全心倚靠主：信心的對象和內容。 

1 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舉⽬。  

׃םִיָֽמָּׁשַּב יִ֗בְֹׁשּיַ֝ה יַ֑ניֵע־תֶא יִתאָׂ֣שָנ ָךיֶלֵ֭א תֹו֥לֲעַּ֫מַֽה ריִׁ֗ש  

2 看哪，僕⼈的眼睛怎樣望主⼈的⼿，使⼥的眼睛怎樣望主母的⼿， 我們的眼睛也照樣望

耶和華我們的神，直到他憐憫我們。  

 הָ֣והְי־לֶא ּוניֵניֵ֭ע ןֵּ֣כ ּהָּ֥תְרִ֫בְּג ֪דַי־לֶא ֮הָחְפִׁש יֵ֣ניֵעְּכ םֶ֗היֵנֹודֲֽא ֤דַי־לֶא םיִ֡דָבֲע יֵ֪ניֵעְכ הֵּ֨נִה
׃ּונֵּֽנָחְּיֶׁש דַ֝֗ע ּוניֵ֑הֹלֱא  

 
2-在苦難中全心祈求主：信心的試煉和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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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זּוֽב ּונְעַ֥בָׂש בַ֝֗ר־יִּֽכ ּונֵּ֑נָח הָ֣והְי ּונֵּ֣נָח  

4 我們被那些安逸⼈的譏誚和驕傲⼈的藐視，已到極處。  

׃םיִֽנֹויֵ֥אְגִל זּוּ֗בַ֝ה םיִּ֑נַנֲאַּׁשַה גַעַּ֥לַה ּונֵׁ֥שְפַ֫נ ּהָּ֪ל־הָעְבָֽׂש ֮תַּבַר 、 
 
前言： 

「因信稱義」是基督教信仰的最核⼼的真理，如果因信稱義的真理被忽略，扭曲，淡化，

破壞了，整個福⾳的好消息就變成壞消息了。基督教也就和其他宗教在本質上就沒有區別

了。對因信稱義的真理也會被誤解。造成⼀種錯誤就是：我既然因信稱義了，我就拿了⼀

張永⽣的入場卷，我就不必學習聖經，不必參加聚會，不必知道許多難懂的真理了。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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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錯誤就是，我已經因信稱義了，我只要努⼒傳福⾳給其他⼈，參加聚會和教會服事，

盡⼒作好⼈，有好⾏為就好了。這些都不是聖經的教導。聖經告訴我們，真正因信稱義的

⼈，還必須繼續地，不斷地，在真理上不斷的學習，並且應⽤在⽣活中，與基督有⼀個真

的認識，在基督的同在中，不斷地靠著聖靈，治死殘留在本性中的罪。努⼒學習靠著主的

恩典以捨⼰的愛回應神的恩典。這是⼀條漫長的道路，在對認識神的真知識上漸漸長進，

在對認識⾃⼰的罪上也漸漸更加深刻，與主耶穌有⼀個親密的關係，並且彰顯在我們的好

⾏為上。這是因信稱義的新⽣命成長的過程。我們稱為成聖。 

 

「上⾏之詩」就是在描述基督徒在聖靈的引導下，在稱義的基礎上，新⽣命如何漸漸成長

的過程。這是⼀種內在⽣命的轉變的過程，這是稱義的信⼼在新⽣命成長的過程中，受試

煉，被建造的過程。是因信稱義的基督徒必經的道路。我們讀上⾏之詩需要從這樣的⾓度

去思想。 

 

中心思想：基督徒的信⼼在成聖的過程中受試煉被建造 

上行詩篇的三重組。123-125是⼀組詩篇。123篇講到許多⼈對朝聖者的藐視譏誚。124

篇，講到朝聖者遭到許多⼈對敵對攻擊。125篇朝聖者受到神的保護。 

 

這是⼀個在試煉中，內⼼充滿愁苦的詩篇，如同詩篇120篇⼀樣。朝聖者離開了「說謊的

嘴唇，詭詐的舌頭，恨惡和睦的⼈」的環境。他經過長途拔涉，千辛萬苦，經歷了神的保

守，來到了聖城耶路撒冷。他到達了⾃⼰的家鄉。他看到了以⾊列⼈聚集在⼀起敬拜。他

開始為神的殿，為耶路撒冷，為神的國度，為教會禱告。但是，神卻讓他處在⼀個痛苦的

環境中：他們被藐視，瞧不起，鄙視！ 

 

但是朝聖者，為什麼不離開這個環境和遭遇呢？為什麼不離開這種令⼈討厭的關係呢？為

什麼？他把眼睛轉向主，他是在求主改變他的遭遇環境嗎？還是他只是在那裡望著天上禱

告，什麼事都不做嗎？ 

 

我們需要從三⽅⾯來看：第⼀，這篇詩的歷史背景。第⼆，新約中的情況。第三，對我們

有什麼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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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歷史背景：以色列人的被擄和歸回的歷史。 

1-被擄的歷史：所羅⾨王玷污了敬拜，以⾊列⼈分為南北兩國，北國撒瑪利亞完全成為虛

假敬拜的以⾊列⼈，被亞述帝國滅亡。南國猶⼤耶路撒冷被毀，被擄到巴比倫。 

2-被擄的懲處-摩西之約的懲處：利26章-摩⻄之約的懲處，恩典之約的祝福。 

3-被擄的結果：722年，何⻄亞作王，被亞述亡。586年，⻄底家作王，聖殿被毀，神百

姓被擄到巴比倫。70年後，被擄歸回，重建聖殿聖城。希律王（以東⼈）擴⼤聖殿。主

後70年聖殿被羅⾺軍隊毀滅。從此祭祀供獻⽌息（但9:27）。 

 

歸回的原因-恩典之約的祝福：禱告，悔改認罪，神按照「恩典之約」處理祂的百姓（利

26:42-46）。利26章「40 他們要承認⾃⼰的罪和他們祖宗的罪，就是⼲犯我的那罪；

並且承認⾃⼰⾏事與我反對，41 我所以⾏事與他們反對，把他們帶到仇敵之地。那時，

他們未受割禮的⼼若謙卑了，他們也服了罪孽的刑罰，42 我就要記念我與雅各所立的

約，與以撒所立的約，與亞伯拉罕所立的約，並要記念這地。」 

 

歸回的目的：重建聖殿和聖城 

 

這些上⾏之詩篇的歷史背景，應該是從被擄歸回的第⼀批以⾊列⼈。他們回到了聖殿被毀

的家鄉，他們要重建聖殿，他們要重建城牆，他們要重建耶路撒冷。他們知道這是神的旨

意，也是神帶領他們回到家鄉的。 

 

拉9:8-9「8 現在耶和華我們的神暫且施恩與我們，給我們留些逃脫的⼈，使我們安穩如

釘⼦，釘在他的聖所，我們的神好光照我們的眼⽬，使我們在受轄制之中稍微復興。9 我

們是奴僕，然⽽在受轄制之中，我們的神仍沒有丟棄我們，在波斯王眼前向我們施恩，叫

我們復興，能重建我們神的殿，修其毀壞之處，使我們在猶⼤和耶路撒冷有牆垣。」以⾊

列的第⼀批從被擄歸回的朝聖者，知道是神的恩典帶領他們回到耶路撒冷。 

 

新約應用：今天，我們知道是神帶領我們來到祂的教會聚會。神「使我們安穩如釘⼦，釘

在他的聖所，我們的神好光照我們的眼⽬，使我們在受轄制之中稍微復興」今天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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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我們參與天上聖殿被重建的偉⼤救贖計劃。我們正被基督聯絡，以基督耶穌⾃⼰為房

⾓⽯，被建造成為主的聖殿，天上的聖殿（弗2:19-21）。但是這種建造聖殿的環境，不

是⼀帆風順的，⽽是充滿各種不同的試煉的。「雨淋，⽔沖，風吹，撞著那房⼦」（太

7:25）。基督徒的成聖之旅是需要經過百般的試煉的。其中包括了⼈的藐視和嘲笑： 

 

尼4:1-5「1參巴拉聽⾒我們修造城牆，就發怒，⼤⼤惱恨，嗤笑猶⼤⼈。2 對他弟兄和撒

⾺利亞的軍兵說：“這些軟弱的猶⼤⼈做甚麼呢？要保護⾃⼰嗎？要獻祭嗎？要⼀⽇成功

嗎？要從⼟堆裡拿出⽕燒的⽯頭再⽴牆嗎？”3 亞捫⼈多⽐雅站在旁邊說：“他們所修造

的⽯牆，就是狐狸上去也必跐倒。”」（參考：尼2:18-19） 

 

新約應用：登⼭寶訓的⼀開始，主耶穌就宣告神國度的祝福，就是「八福」，神的祝福臨

到祂的百姓，神把祂的百姓建造成為聖殿的時候的光景。接下來，他說「11 ⼈若因我辱

罵你們，逼迫你們，捏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你們就有福了。12 應當歡喜快樂，因為你

們在天上的賞賜是⼤的。在你們以前的先知，⼈也是這樣逼迫他們。」。然後，祂⽤鹽和

光作比喻，說明基督徒在地上的⽣活會對四周產⽣影響，像鹽有防腐，提味的作⽤，像光

會照亮。主耶穌也⽤⼭上的城做比喻，「14 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上，是不能隱藏

的。」（太5:14）。有⼈認為 ，主耶穌是在⽤聖城耶路撒冷做比喻。DA Carson 指出，

「這是神國度的規範/標準，在承受神國度的⼈⾝上產⽣的⾒證」。那麼這種神國度⽣命

的⾒證是如何產⽣的呢？這種在負⾯遭遇中，產⽣的「好⾏為」是如何發⽣的呢？記得詩

篇第⼀篇嗎？那被栽種在溪⽔旁的樹，是如何葉⼦不枯乾，安時候結出果⼦的呢？ 

 

尼4:1-5「4 我們的神啊，求你垂聽！因為我們被藐視。求你使他們的毀謗歸於他們的頭

上，使他們在擄到之地作為掠物。5 不要遮掩他們的罪孽，不要使他們的罪惡從你⾯前塗

抹，因為他們在修造的⼈眼前惹動你的怒氣。」朝聖者成聖之旅的第⼀個特質就是向神禱

告，把內⼼被攪動的思想情緒，藉著禱告向神傾訴。詩篇123篇描述了這種禱告的三個元

素：天上的寶座（1節），主⼈的⼿（2節），對藐視的忍耐（3-4節）。 

 
經文解釋： 

1-在禱告中全心倚靠主：信心的對象和內容。「1 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舉⽬。 」 

׃םִיָֽמָּׁשַּב יִ֗בְֹׁשּיַ֝ה יַ֑ניֵע־תֶא יִתאָׂ֣שָנ ָךיֶלֵ֭א תֹו֥לֲעַּ֫מַֽה ריִׁ֗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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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坐在天上的主」。是指在天上神的聖殿，坐在寶座上的主。神不是被侷限在天

上，不是⼀個坐著不能⾏動的神。這裡是指朝聖者認識明⽩神的權柄和統治：是神審判了

以⾊列⼈的罪，是神使他們被擄到巴比倫；是神使他們回應神的管教，悔改認罪。是神⾏

了奇妙的事，把他們從被擄中歸回，重建聖殿，重建城牆。（他們不知道天上的聖殿被建

造的真理，那是保羅在以弗所書教導的基督的奧秘。） 

 

應用。K&D「所有⼈類的最終點，特別是教會的終點⽬的，都在那⼀位坐在寶座上的的

主的⼿中，祂處在⼈無法接觸的屬天的榮耀主，統管所有⼀切的事情，祂是決定所有事物

的審判官。」有時候，地上的亂象，邪惡的蔓延橫⾏，神百姓的受苦難，受逼迫，使我們

覺得，神不在掌權，神沒有施⾏祂的公義。仇敵對我們說：你的神在那裡？約伯受苦難的

時候，他的妻⼦說「這樣的神你還要信嗎？」 

 

新約應用。朝聖者在藐視、苦難、逼迫中把⽬光專注在神的寶座上。「轉移⽬光」是⼀種

爭戰，長時間的爭戰，靠著聖靈的爭戰，有意識性的，不體貼⾁體，就是思想情緒，從環

境遭遇中，轉向把我們帶進遭遇環境中的主。這是歷代聖徒在成聖過程中信⼼的對象：那

⼀位坐在寶座上的神。今天我們從啟⽰錄4-5章中看到坐在寶座上的神，以及被殺的羔

⽺，在天上執掌王權，帶領我們走成聖的道路，把我們建造成為天上的聖殿。對於今天我

們作為邁向天上聖城的朝聖者⽽⾔，來12:1-2「1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證⼈，如同雲彩圍

著我們，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存⼼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

路程，2 仰望為我們信⼼創始成終的耶穌。」這是我們信⼼的對象。耶穌是我們信⼼的對

象。信⼼的內容是下⾯第2節的經⽂的重點。 

 

第2節。「2 看哪，僕⼈的眼睛怎樣望主⼈的⼿，使⼥的眼睛怎樣望主母的⼿， 我們的眼

睛也照樣望耶和華我們的神，直到他憐憫我們。 」 

 הָ֣והְי־לֶא ּוניֵניֵ֭ע ןֵּ֣כ ּהָּ֥תְרִ֫בְּג ֪דַי־לֶא ֮הָחְפִׁש יֵ֣ניֵעְּכ םֶ֗היֵנֹודֲֽא ֤דַי־לֶא םיִ֡דָבֲע יֵ֪ניֵעְכ הֵּ֨נִה
׃ּונֵּֽנָחְּיֶׁש דַ֝֗ע ּוניֵ֑הֹלֱא  

 
解釋。這裡有三個對等的短句：僕⼈眼睛望主⼈的⼿，使女眼睛望主⺟的⼿，我們的眼睛

望耶和華我們的神。前⾯兩個短句是⽤象徵的圖像，解釋我們把內⼼的思想情緒轉向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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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講到信⼼的內容。僕⼈，使女都是複數的名詞（第⼀節的我是單數）。僕⼈望主⼈的

⼿，使女望主⺟的⼿，象徵著走在成聖之旅的信徒，注視認識神的旨意；認識神的護理；

認識神的管教；認識神的供應和賞賜，這些都是朝聖者信⼼的內容。 

 

「主人的手，主母的手」比喻神的旨意：以弗所書告訴我們：「神的旨意」就是要基督把

我們建造成為天上的聖殿（弗2:19-21），最後照所安排的，在⽇期滿⾜的時候，使天上

地上⼀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裡⾯同歸與⼀（弗1:10）。聖殿的建造發⽣在地上的教會，在

愛⼼中說真理，凡事長進，連於元⾸基督（弗4:15）。因為有這樣的真知識，我們裡⾯的

新⼈就漸漸地被更新（）。結果彰顯在⽇常⽣活中：⽣氣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落，不

給魔⿁留地步….⼀切的苦毒、惱恨、忿怒、嚷鬧，⼀切的惡毒，都漸漸被除去。這些都

發⽣在我們⽇常⽣活，⼈際關係中，都因為我們存敬畏的⼼，彼此順服，夫妻的關係中彰

顯基督與教會的關係；兒女順服⽗⺟、僕⼈順服主⽇。最後，知道這是⼀場屬靈的爭戰，

和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爭戰的全副軍裝就是福⾳和禱告：這是我們信⼼的內容。 

 

「主人的手，主母的手」比喻神的護理。神和基督坐在寶座上權能地帶領祂的教會，執⾏

祂的計劃，我們⼀⽣的遭遇都在祂的計劃之內，為了要實現祂在我們⾝上的旨意。我們必

須有意識地，帶著感恩的⼼，認識是神帶領我們進入的每⼀個負⾯的遭遇環境和⼈際關

係。這是我們信⼼的內容。詩篇78:72「72 於是，他按⼼中的純正牧養他們；  

⽤⼿中的巧妙引導他們。」 

 

「主人的手，主母的手」比喻神的管教。許多時候為了我們的罪 (本性深處的毒根，本性

的剛硬和懶散)，神在我們的遭遇和環境中管教我們：「⽣⾝的⽗都是暫隨⼰意管教我

們；惟有萬靈的⽗管教我們，是要我們得益處，使我們在他的聖潔上有分。11 凡管教的

事，當時不覺得快樂，反覺得愁苦，後來卻為那經練過的⼈結出平安的果⼦，就是義。」

（來12:10-11；參考：賽9:13） 

 

「主人的手，主母的手」比喻神的供應和獎賞。主耶穌要我們不要擔⼼地上⽣活所需：

「你們需⽤的這⼀切東西，你們的天⽗是知道的。33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

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34 所以，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有明天的憂慮；⼀天的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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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天當就夠了。」主耶穌把神國度的福⾳真理比喻為交給我們的家業，要我們在成聖的

路上結出果⼦。我們都是主的僕⼈，僕⼈的獎賞：「21 主⼈說：‘好！你這⼜良善⼜忠

⼼的僕⼈，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可以進來享受你主⼈的快

樂。’」 

 
2-在苦難中全心祈求主：信心的試煉和忍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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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זּוֽב ּונְעַ֥בָׂש בַ֝֗ר־יִּֽכ ּונֵּ֑נָח הָ֣והְי ּונֵּ֣נָח  

׃םיִֽנֹויֵ֥אְגִל זּוּ֗בַ֝ה םיִּ֑נַנֲאַּׁשַה גַעַּ֥לַה ּונֵׁ֥שְפַ֫נ ּהָּ֪ל־הָעְבָֽׂש ֮תַּבַר 、 
 
3-4節，朝聖者向神祈求憐憫。因為他們所受的侮辱已經到達他們幾乎無法忍受的地步。

這是朝聖者的信⼼在接受試煉中的忍耐。他知道這是神在帶領他，他知道是神在潔淨他的

⼼，他知道神在使他受⼼裡的割禮。但是，即使如此，在受苦的時候受安逸的⼈的譏誚，

受驕傲⼈的藐視，雖然不會帶來⽪⾁之傷，卻能刺入靈魂的深處，觸及我們深處的⾃我，

⾃尊，⾃義。會使⼈本能地以忿怒回應， 

 

詩⼈重複的祈求神的憐憫。憐憫，在聖經中常和恩典連合在⼀起，都是聖約的⽤語。恩典

是指我所不配得的⼀切。憐憫，是指神願意要把我們從悲慘的情況中拯救出來。神按照祂

守約的信實⽤恩典拖住我們，供應我們；⽤憐憫把我們從痛苦中拯救出來。 

 

新約應用：主耶穌在地上的時候，⾏使神蹟奇事，彰顯神的⼤能，但是當祂受到藐視，侮

辱，鞭打的時候，祂完全順服⽗的旨意。祂為我們的罪已經受到⼈所最難忍受的羞辱。祂

在被釘⼗字架之前，他教導⾨徒要被著⾃⼰的⼗字架跟隨祂，否定⾃我，否則不配做祂的

⾨徒。祂告訴⾨徒：「學⽣不能⾼過先⽣，僕⼈不能⾼過主⼈。」（太10:24）如果耶穌

受藐視侮辱，做他的⾨徒跟隨祂的⼈，也必定會受到藐視侮辱和受苦。 

 

羅⾺書8章在成聖的教義中說：「如果我們和祂⼀同受苦，也必和祂⼀同得榮耀。」基督

的受藐視侮辱和痛苦是為了背負我們的罪，⼗字架是祂得榮耀的道路。今天我們受藐視侮

辱和受苦，是要我們的信⼼被試煉，在試煉中，與基督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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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1:1-8 

「作神和主耶穌基督僕⼈的雅各，請散住⼗⼆個⽀派之⼈的安。2 我的弟兄們，你們落在

百般試煉中，都要以為⼤喜樂；3 因為知道你們的信⼼經過試驗，就⽣忍耐。4 但忍耐也

當成功，使你們成全完備，毫無缺⽋。5 你們中間若有缺少智慧的，應當求那厚賜與眾⼈、

也不斥責⼈的神，主就必賜給他。6 只要憑著信⼼求，⼀點不疑惑；因為那疑惑的⼈，就

像海中的波浪，被⾵吹動翻騰。7 這樣的⼈不要想從主那裡得甚麼。8 ⼼懷⼆意的⼈，在

他⼀切所⾏的路上都沒有定⾒。」基督徒被神帶入的環境遭遇中，忍受信⼼的試煉，這是

整本聖經普遍的原則，是神施⾏恩典在我們⾝上的原則。 

 

彼前1:5-7 

「5 你們這因信蒙神能⼒保守的⼈，必能得著所預備、到末世要顯現的救恩。6 因此，你

們是⼤有喜樂。但如今在百般的試煉中暫時憂愁，7 叫你們的信⼼既被試驗，就⽐那被⽕

試驗仍然能壞的⾦⼦更顯寶貴，可以在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得著稱讚、榮耀、尊貴。」

信⼼的試煉和忍耐，就是我們被建造成為天上聖殿的必經過程。信⼼的試煉和忍耐就是我

們的救恩。因為神是憐憫的神，神和我們的基督知道我們所經歷的試煉是我們能承受的，

使我們領受我們在基督裡⼀切屬天的豐盛：模成基督的形象（羅8:29）。 

 

來4:14-16「14 我們既然有⼀位已經升⼊⾼天尊榮的⼤祭司，就是神的兒⼦耶穌，便當持

定所承認的道。15 因我們的⼤祭司並⾮不能體恤我們的軟弱，他也曾凡事受過試探，與

我們⼀樣；只是他沒有犯罪。16 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地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得憐

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 

 

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