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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灣聖徒改革宗長老會－主日信息 
 

12-18-2022 
詩篇124 
上行之詩 05 

朝聖者信心的堅固 
 

唐興 牧師 

 
經文： 

⼤衛上⾏之詩。 דִ֥וָ֫דְל תֹו֗לֲעַּמַֽה ריִׁ֥ש  
 
1-思想從攻擊吞滅中被拯救的經歷。 

1以⾊列⼈要說， 若不是耶和華幫助我們， 

ֹי ּונָ֑ל הָיָ֣הֶׁש הָוהְ֭י יֵ֣לּול ׃לֵֽאָרְׂשִי אָ֝נ־רַמאֽ  

2 若不是耶和華幫助我們， 當⼈起來攻擊我們、  

׃םָֽדָא ּוניֵ֣לָע םּו֖קְּב ּונָ֑ל הָיָ֣הֶׁש הָוהְ֭י יֵ֣לּול  

3 向我們發怒的時候， 就把我們活活地吞了。  

׃ּונָּֽב םָּ֣פַא תֹו֖רֲחַּב ּונּו֑עָלְּב םיִּ֣יַח יַזֲ֭א  

4 那時，波濤必漫過我們，河⽔必淹沒我們，  

׃ּונֵֽׁשְפַנ־לַע רַ֥בָע הָלְחַ֝֗נ ּונּו֑פָטְׁש םִיַּ֣מַה יַזֲ֭א  

5 狂傲的⽔必淹沒我們。 

׃םיִֽנֹודיֵּֽזַה םִיַּ֗מַ֝ה ּונֵׁ֑שְפַנ־לַע רַ֣בָע יַזֲ֭א  
 
2-思想從網羅轄制中被釋放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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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לֶׁש הָ֑והְי ְךּו֥רָּב ׃םֶֽהיֵּנִׁשְל ףֶרֶ֝֗ט ּונָ֥נָתְנ א֥  

7 我們[的靈魂]好像雀⿃，從捕⿃⼈的網羅裡逃脫；網羅破裂，我們逃脫了。  

׃ּונְטָֽלְמִנ ּונְחַ֥נֲאַו רָּ֗בְׁשִנ חַּ֥פַה םיִׁ֥שְקֹו֫י חַּ֪פִמ ֮הָטְלְמִנ רֹוּ֥פִצְּכ ּונֵׁ֗שְפַ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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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我們得幫助，是在乎倚靠造天地之耶和華的名。  

ֹע הָ֑והְי םֵׁ֣שְּב ּונֵרְזֶ֭ע ׃ץֶרָֽאָו םִיַ֥מָׁש הֵׂ֗ש֝  
 

前言： 

彼後3章「17 親愛的弟兄阿，你們既然豫先知道這事，就當防備，恐怕被惡⼈的錯謬誘

惑，就從⾃⼰堅固的地步上墜落。18 你們卻要在我們主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和知識上有

⾧進。」什麼是在恩典和知識上有長進呢？ 

 

使徒彼得在聖經中只寫了兩卷書信：彼得前書和彼得後書。我們都很熟悉彼得跟隨主的⽇

⼦，他的屬靈⽣命是⾼低起伏的，甚⾄到了他成為最⼤的使徒，因為⾏為和福⾳不合，受

到使徒保羅當著眾⼈的⾯公開的責備他，還紀錄在加拉太書中。是保羅驕傲犯上嗎？保羅

可能帶著⾝上的刺（為了使他不要因為啟⽰太⼤⽽⾃⾼）。他在聖靈的引導下，把彼得從

錯誤的神學轄制下釋放出來，也告訴我們要警醒，不要以為⾃⼰已經得救了，就可以在⽣

活事奉中閒散。⼀⽅⾯，彼得即使成為⼤使徒，他仍然還有被轄制的地⽅，他還需要不斷

的成長，在福⾳知識的應⽤上成長。因此，他在⽣命快結束時寫的彼得後書的最後，他 

 

丁道爾-Michael Green「如果我們在認識基督的事上同時兼顧主觀體會與客觀理解，則

這兩種知識的發展都是防衛邪說與背道理論的最佳屛障，也是在恩典中成長的途徑。我們

在主觀上愈發認識基督，就愈發想多⽀取祂的恩典。我們在客觀上愈多理解基督，就能得

到更多不同種類的恩典」。史瑞納 Shreiner：「恩典不是⼀種禁⽌不動的事實。信徒要

不斷地在其中成長，⼀直到他們死的⽇⼦。」基督徒屬靈⽣命成長的兩個要素：恩典和知

識。 

 

整本詩篇都是在⼀⽅⾯傳達客觀的關於基督的知識，同時，也在教導我們，這種客觀的，

需要學習的知識，不僅是情感上的，也是悟性上的。並且學習如何靠著主的恩典把這些知

識應⽤在我們的⽣活中。特別是「上⾏之詩」，這15篇詩篇，教導了關於在恩典和知識

上長進的屬靈的原則，福⾳的⽣活原則，羅⾺書講的⽣命的新樣式。基督徒可以實際地，

把這些原則應⽤在⽣活⼤⼤⼩⼩的遭遇中，幫助我們在恩典和知識上長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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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作者。標題告訴我們⼤衛是這篇詩的作者。但是，最古老的《七⼗⼠譯本》希臘⽂舊

約聖經，和⼀些希伯來⽂抄本MSS，沒有⼤衛是詩篇作者的標題。因此，有學者不把⼤

衛的⽣平和成聖過程看為是這篇詩的原始歷史背景。 

 

歷史背景。 

這是⼀篇個⼈所作的讚美詩篇，被⽤在舊約時期的教會聚會敬拜時，向神獻上感恩的詩

篇。因為，第⼀節說：「以⾊列⼈」要說，耶和華幫助「我們」…。很顯然 ，這是教會

在聚會敬拜時候向神讚美的詩篇。 舊約的教會-以⾊列國和新約的教會有⼀個重要的連續

的地⽅：恩典之約。 

 

恩典之約施行。不論是⼤衛，或被擄歸回的以⾊列⼈，還是今天的基督徒，都是在恩典之

約的施⾏下，在成聖的路上漸漸長進的。舊約和新約的因信稱義的聖徒，都被基督聯合歸

為⼀體，被基督聯絡和建造成為主的聖殿。這是基督的奧秘，福⾳的奧秘。這告訴我們，

恩典之約的施⾏者是基督，透過內住的聖靈在所有因信稱義的聖徒⾝上的⼯作。從舊約到

新約，⼀直到主再來，恩典之約的施⾏的原則都是⼀致的。雖然處在不同的歷史⽂化中。

歷代的聖徒，你和我包括在內，我們都在這樣的原則下，走成聖之旅，信⼼之旅，邁向天

上的聖城新耶路撒冷，邁向我們之天上的家鄉。 

 

憑信心的天路客。伯來書11章，把舊約中的憑著信⼼活在世上到天路客（亞伯，亞伯拉罕

等候有根基的城…⼀直到但以理），稱為「如同雲彩圍繞我們」的⾒證⼈。「上⾏之

詩」，甚⾄整本詩篇都是在描述這些天路客，在地上成聖之旅內⼼的寫照，描述他們信⼼

如何產⽣的。神如何透過基督和聖靈帶領他們，今天神和基督也同樣透過聖靈帶領我們。

新約，特別是羅⾺書以教義的形式，說明了基督的⼯作，基督如何拯救我們。詩篇，則把

聖靈在因信稱義的聖徒內⼼⼯作的果效和所產⽣的，對神的回應紀錄在詩篇中。詩篇就好

像是⼀個內視鏡，MRI，X光片，使我們看到，明⽩基督的⼯作。成聖之旅也是信⼼之

旅，信⼼的漸漸被堅固的過程。 

 

中心思想：在成聖的路上思想和數算主的恩典信⼼得著堅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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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文的連續性。詩篇123描述聖徒信⼼受試煉，接下來，詩篇124則告訴我們信⼼如何

得著堅固。信⼼要得著堅固的⼀個原則就是：要常常思想數算神的恩典。⼤衛在這裡教導

以⾊列⼈要回想他們如何經歷神的恩典。第一，思想從攻擊吞滅中被神拯救的恩典。第

二，思想從網羅轄制中被釋放的經歷。（體貼聖靈的乃⽣命平安，靠著聖靈治死⾝體的惡

⾏必要活著） 

 
經文解釋： 

⼤衛上⾏之詩。 דִ֥וָ֫דְל תֹו֗לֲעַּמַֽה ריִׁ֥ש  
 
1-思想從攻擊吞滅中被拯救的恩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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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文大意：第1節，「1以⾊列⼈要說， 若不是耶和華幫助我們」是⼀個序⾔，

introduction，以⾊列的祭司的呼召來唱詩篇。接下來2-8節都是在解釋。2-5節，以⾊

列⼈回想數算神如何拯救他們，從被吞滅的光景中把他們拯救出來。他們思想神如何拯救

他們。⼤衛⽤仇敵的發怒來形容他們的攻擊。他⽤波濤，河⽔，狂傲的⽔，來形容仇敵攻

擊的情形：活活地吞了，淹沒我們，淹沒我們。這是⼀種⾯臨死亡的威脅。⼤衛曾經多次

⾯臨死亡恐懼的淹沒（詩69:1），以⾊列⼈曾經多次經歷死亡恐懼的淹沒，基督在⼗字架

上也曾⾯臨與⽗隔絕的死亡，基督的教會在歷史中，也經歷狂傲的⽔的淹沒。這些都是今

天的基督徒要思想要數算的恩典。我們的信⼼會因為思想這些神恩的作為⽽得著堅固。 

 

大衛的經歷： 

詩篇3:⼤衛⼤衛在受神管教時，受死亡的恐懼的淹沒。⼤衛的兒⼦押撒龍篡位，並帶⼤

軍。神不僅管教⼤衛，神也同時在管教⼤衛時，保守他的⽣命，使他的信⼼堅固。詩篇3

的教導我們⼤衛的信⼼建立在他回想過去神如何保護帶領他：「5 我躺下睡覺，我醒著，  

耶和華都保佑我。 6 雖有成萬的百姓來周圍攻擊我，我也不怕。」 

 

詩篇6:⼤衛在病痛中求醫治。他每夜流淚，把床塌飄起，把褥⼦濕透…。⼤衛知道他的病

痛是神的責備和管教，同時看為是「仇敵的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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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衛悔改認罪的詩篇中（6,32,38, 51,102,130, 143），都直接和間接暗⽰提到罪。

我們學習到⼀個原則：這篇詩教導我們神是聽禱告的神，他要我們犯過錯的時候，按照祂

的旨意向祂禱告悔改認罪。祂必定會停⽌對我們的管教，雖然祂是⼤⽽可畏的神，祂也是

和我們立了恩典之約的耶和華，祂更是我們的天上的⽗親。 

 

以色列人的經歷。 

大衛時代。非利⼠⼈是以⾊列⼈的仇敵，在以利作⼠師的時代，攻擊以⾊列⼈，約櫃也被

擄去。到了掃羅作王的時候，非利⼠⼈殺了掃羅和他的兒⼦約拿單。神應許了以⾊列⼈國

度⼟地，君王，百姓，但是以⾊列⼈仍然需要與仇敵爭戰，為什麼？⼠師記3章告訴我

們，這是神的計劃。⼠3:1-2「耶和華留下這幾族，為要試驗那不曾知道與迦南爭戰之事

的以⾊列⼈，2 好叫以⾊列的後代⼜知道⼜學習未曾曉得的戰事。」神要在信徒的親⾝經

歷中，學習屬靈的爭戰。這是以⾊列⼈的必須經歷的，也是所有基督徒需要經歷的學習。 

 

以色列人的被擄歸回： 

以⾊列⼈被擄歸回的經歷，也是屬於神按照摩⻄之約懲處他們的罪，然後，按照恩典之

約，就是亞伯拉罕之約的應許，在他們悔改認罪之後，聽了他們的禱告，在神所定的⽇

⼦，把他們從被擄之地，從巴比倫歸回到耶路撒冷。 

 

這些原則今天仍然適⽤。從主耶穌復活⼀直到祂再來，教會和基督徒個⼈都必須經過屬靈

的爭戰，與天空屬靈的惡魔爭戰，教會和基督徒都必須悔改認罪，因為戰場就在我們⼼

裡，這是從創世記開始的屬靈爭戰。不僅如此，學習全備的福⾳，明⽩神的整個救贖計

劃，靠著神的話，勝過仇敵撒旦的攻擊。 

 
教會歷史受逼迫。 

地上政權的逼迫。猶太教的政權逼迫殺害了基督，和基督的教會，⾨徒四散。羅⾺帝國逼

迫殺害使徒時期的教會，不僅沒有消滅教會，反⽽使得基督教在逃離逼迫下，快速的發展

蔓延。在每個時代，世界上許多地⽅的教會都受到⼈的攻擊，像波濤，河⽔，狂傲的⽔淹

沒⼀樣的威脅。教會需要數算神的恩典，教會在⼈類歷史中，⼀次⼜⼀次地「經歷從攻擊

吞滅中被拯救的恩典」。地上的政權從來沒有停⽌過對教會的攻擊和迫害。從這是教會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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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知道這是⼀個神命定的，恩典施⾏的原則。所以，教會可以在危險的環境中，在信⼼中，

數算神拯救的恩典，讚美神！ 

 

應用：得救前後不同的光景。有時候，基督徒所⾯臨的困難就像這樣的圖案所描述的⼀樣。

也許沒有被困難所淹沒，但是卻像被重重的擊打，沖擊，⼼裡感到有巨⼤的壓⼒。基督徒

會被死亡的波濤，河⽔的衝擊所淹沒。就是在這樣的時刻，詩篇124篇教導我們，要數算

我們經歷過的神恩典的拯救。每⼀個基督徒只要現在還活著，回想我們的⼀⽣，都有無數

的⾒證，⾒證神在我們⽣命中所施⾏的拯救。想⼀想，我們在不認識神時候的光景，活在

地上，對⽣命和未來的結局是愚昧的，無知的，恐懼的。加爾⽂說：「這些話給我們套上

了韁繩，讓我們不斷思考我們的危險，以免上帝恩典的感覺從我們的腦海中消失。」 

 

即使我們沒有被死亡淹沒的經歷，每個基督徒都需要數算神把我們從死亡中 拯救出來的

恩典。弗2:5-7「5 當我們死在過犯中的時候，便叫我們與基督⼀同活過來（你們得救是

本乎恩）。6 他⼜叫我們與基督耶穌⼀同復活，⼀同坐在天上，7 要將他極豐富的恩典，

就是他在基督耶穌裡向我們所施的恩慈，顯明給後來的世代看。」只要你是基督徒，只要

你是重⽣得救的基督徒，你就已經經歷了神把你從死亡吞滅中拯救出來的恩典。不僅如此，

死的毒鉤已經被基督除去了！使徒保羅講到⾝體的復活時他說：「55 “死啊，你得勝的

權勢在哪裡？ 死啊，你的毒鉤在哪裡？” 56 死的毒鉤就是罪，罪的權勢就是律法。57 感

謝神，使我們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勝。」我們最需要數算的是基督在⼗字架上為我們成

就的救恩。祂把我們從神的忿怒下拯救出來，應許保證我們⾝體的復活。 

 

羅8:35-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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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福⾳的應許和保証必須成為我們⽣活中的實際，成

為堅固我們信⼼的根基，神的話必須在⽣活中被聖靈刻寫在我們⼼裡。我們需要常常思想

數算這些恩典，並且做出積極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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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經歷從網羅轄制中被釋放的恩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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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靈魂好像雀⿃，從捕⿃⼈的網羅裡逃脫；網羅破裂，我們逃脫了。 

8 我們得幫助，是在乎倚靠造天地之耶和華的名。」  

 
6-7節是第⼆個段落，⼤衛要以⾊列⼈回想數算神帶領他們從網羅轄制中被釋放的恩典。

神的百姓必定經歷從網羅轄制下被釋放的恩典。第8節是結尾：「8 我們得幫助，是在乎

倚靠造天地之耶和華的名」耶和華是聖約的名字，講到神的救贖恩典；造天地的耶和華，

講到神統治管理維持祂所創造的萬事萬物。神救贖的⼯作和神護理的⼯作相互的運⾏，這

是我們的幫助。耶和華的名，就是神在祂的話中向我們啟⽰出來的關於祂⾃⼰的知識（加

爾⽂），以及祂在基督裡的拯救⼯作。 

 

以色列人的歷史。雅各在舅舅拉班加花了20年⼯作，花了14年的時間取得了拉結。在他

的舅舅拉班轄制之下⽣活。神保守雅各，得地上財富，更使他認識⾃⼰受的轄制，並把他

從轄制下帶回，要他得天上的財富（31:41 我這⼆⼗年在你家裡，為你的兩個⼥兒服事你

⼗四年，為你的⽺群服事你六年，你⼜⼗次改了我的⼯價。42 若不是我⽗親以撒所敬畏

的神，就是亞伯拉罕的神與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發我空⼿⽽去。神看⾒我的苦情和我的

勞碌，就在昨夜責備你。	）。出埃及記1章，以⾊列百姓在埃及為奴，被埃及⼈轄制，為

法老王建造積貨城，他們經歷神把他們從埃及拯救出來。以⾊列⼈被擄到巴比倫受巴比倫

帝國的統治管轄，他們經歷神把他們從巴比倫拯救出來。聖經中的埃及和巴比倫，都預表

和象徵屬於這個世界的權勢。基督徒從世界權勢的轄制（把精⼒專注在地上的健康財富，

⼯作事業上的成就和權⼒，安逸的享受…）下被釋放，是成聖的經歷。這種經歷許多時候

是漸漸發⽣的，是重複發⽣的，慢慢長進的，許多時候也是在神的管教下發⽣的。 

 
大衛懶散度日的轄制。⼤衛在烏利亞事件上犯罪的最根本原因是：⼤衛在作王7年間，⾝

體健康，無憂無慮，他開始懶散度⽇，結果蓄意犯下謀殺淫亂罪。他悔改認罪，神也赦免

了他的罪，但是他也承擔了罪的後果，神對他興起管教，把他從懶散度⽇的轄制下拯救出

來。他的屬靈⽣命開始成長，在恩典和知識上長進。 

 

應用：今天我們也必須檢視我們的內⼼，檢視我們的⽣活，我們是否⽣活在⼀種懶散度⽇

的轄制下，⽽不⾃知的情況。閒散度⽇是⼀種不知不覺的轄制，即使沒有犯罪，結果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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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本性的慾望⽣活，沒有花時間學習，在知識上沒有長進，結果成為屬靈⽣命成長

的最⼤阻礙。為了要使我們長進，神也會在這上⾯對我們興起管教。 

 

中國有⼀位被神重⽤的傳道⼈和佈道家——宋尚節（John Sung，1901-1944年）。神在

他⾝上⾏了奇妙的事，把他從世界的轄制下拯救出來，成為神國度的精兵。他對耶穌說的

「人就是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什麼益處呢？」（可8:36）有刺入靈魂的感

動和回應。腓3:7「我先前以爲與我有益的，我現在因基督都當作有損的」是他⼀⽣的寫

照。。神的話在他⾝上產⽣了從轄制下被釋放的恩典。這是每個重⽣得救的基督徒都會有

的恩典。 

 

宋尚節從⼩就聰明過⼈，但是脾氣暴躁，性格固執。他在俄亥俄州立⼤學得到化學博⼠的

學位，因為他成績優異，⼜獲頒⾦鑰匙⼀枚。現在宋尚節寫的博⼠論⽂還保存在俄州⼤學

圖書館裡，論⽂題⽬爲「有機鎂化合物的構造及格裏納試劑反應過程」。神使⽤他在世界

上的知識，他擅長使⽤「實物教材」來引導聽道者明⽩真道。有⼀次他放⼀個棺材在講台

上⾯，喊著「發財，發財，發棺材！」，並躺到棺材裡⾯，給⼈很深刻的印象，叫⼈要治

死⾃⼰對這個世界的貪愛，從世界的轄制下被釋放出來。後來為了便利巡迴各地講道使

⽤，他就做了⼀個⼩棺材放在胸前的⼝袋裡，每當講道時就拿出來。他要⼈從⾯臨死亡的

⾓度來思想今⽣的價值與財富到底在那裡。 

 

宋尚節曾在紐約⾃由派的神學院讀神學（協和神學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New York）。在⾃由派基督教錯誤教導的衝擊下，宋尚節幾乎放棄了基督教，甚⾄開始

研究佛經和道教，並且產⽣極⼤的憂慮。有⼀天晚上，他在讀聖經禱告時，覺得⾃⼰內⼼

有深刻的罪，感到窒息的地步。他翻開福⾳書，讀到耶穌被釘⼗字架的經⽂，他似乎看到

⾃⼰就站在耶穌的⼗字架下，望著耶穌，突然他知道他的罪得赦免了。從此以後，他欣喜

若狂，從以前的憂慮鬱悶，到流淚感恩。這是⼀個基督徒從錯誤的教導的轄制下被拯救釋

放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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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為了要清楚知道⾃由派神學的錯誤，他花了193天的時間，把聖經仔細地讀了40遍，不

是走⾺看花的讀，⽽是仔細的閱讀，他以化學博⼠的理性和邏輯來看聖經。最後，成為中

國最偉⼤的牧師，佈道家，帶領超過10萬⼈信主。 

 

你知道他在什麼時候仔細地讀聖經嗎？是在精神病院。神學院看到他從憂鬱蕭條，轉為欣

喜若狂，以為他得了精神病，把他關到精神病院。在被關的193天裡，他在⼀個⼩房間，

以⼀⽀筆⼀本聖經，和⼀本筆記本為伴，神的靈就這樣地透過神的話把他從轄制中釋放出

來了。他在學成回國的船上，把所有的學歷證書和獎狀都扔入海中，上岸時，他不再是化

學博⼠，⽽是宋尚節傳道。他經歷了被神從世界轄制下拯救釋放的恩典。 

 

也許今天我們不會有同樣的經歷，但是只要我們仔細讀神的話，把神的話應⽤在⾃⼰得救

的經歷中，你會發現只要是因信稱義，重⽣得救的基督徒，都是蒙神 把我們從世界的權

勢，從罪的權勢下拯救釋放的經歷。⻄1:13「13 他救了我們脫離⿊暗的權勢，把我們遷到

他愛⼦的國裡；14 我們在愛⼦裡得蒙救贖，罪過得以赦免。」我們的信⼼是建立在基督

在我們⾝上已經成就的⼯作上。在地位上，我們已經完全脫離了罪和死和世界的轄制；在

實際的經歷上，我們也真實地經歷了神的釋放，祂還要繼續地使我們經歷基督透過聖靈，

藉著神的話，在我們⾝上經歷在網羅轄制下被釋放的恩典。這是神在基督裡所應許的福⾳

好消息。我們在成聖的路上信⼼的堅固，在於數算和思想神的恩典：從攻擊吞滅中被拯救

的恩典；經歷從網羅轄制中被釋放的恩典。詩篇124篇教導我們這是基督徒在成聖旅途中

信⼼被堅固的福⾳原則。 

 

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