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詩篇 121 : 1 - 8  

Psalms 121 : 1 - 8  

向山舉目
I Lift Up My Eyes to The Hills



1. （上行之诗。）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

来？
I lift up my eyes to the hills-- where does my help 

come from?

2. 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My help comes from the LORD, the Maker of 

heaven and earth.



3. 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

He will not let your foot slip-- he who watches over 
you will not slumber;

4. 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

Indeed, he who watches over Israel will neither 
slumber nor sleep.



5. 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

The LORD watches over you-- the LORD is your 
shade at your right hand;

6. 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

the sun will not harm you by day, nor the moon by 
night.



7. 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
的性命。

The LORD will keep you from all harm-- he will 
watch over your life;

8. 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

the LORD will watch over your coming and going 
both now and forevermore.



上行之诗：

诗篇120 - 134连续15篇是上行之诗。

上行之诗是犹太人的一群朝圣者上耶路撒冷圣殿参

加节庆时沿途行走所唱的诗歌。

根据律法以色列的男丁必须一年三次上耶路撒冷朝
圣。





(一) 耶和华是我们的帮助者

「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
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诗篇121 : 1-2)

I lift up my eyes to the hills-- where does my help 
come from? My help comes from the LORD, the 
Maker of heaven and earth.

(Psalms 121 : 1-2)







(一) 耶和华是我们的帮助者

「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
因为争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
们手里。」

(撒母耳记上 17 : 47)

All those gathered here will know that it is not by 

sword or spear that the LORD saves; for the battle is 

the LORD's, and he will give all of you into our hands.

(1 Samuel 17 : 47) 



(一) 耶和华是我们的帮助者

「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用机弦甩去，
打中非利士人的额，石子进入额内，他就仆倒，面
伏于地。」

(撒母耳记上 17 : 49)

Reaching into his bag and taking out a stone, he slung 

it and struck the Philistine on the forehead. The stone 

sank into his forehead, and he fell face down on the 

ground. (1 Samuel 17 : 49) 



(一) 耶和华是我们的帮助者

「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
神的名。」

(诗篇 20 : 7)

Some trust in chariots and some in horses, but we 

trust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our God. 

(Psalms 20 : 7) 



In God a spider web is stronger than a fortress.

有主同在，蜘蛛网坚如堡垒。



(一) 耶和华是我们的帮助者

「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
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诗篇121 : 1-2)

I lift up my eyes to the hills-- where does my help 
come from? My help comes from the LORD, the 
Maker of heaven and earth.

(Psalms 121 : 1-2)



「起初，神创造天地。」 (创世记 Genesis 1 : 1)
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一) 耶和华是我们的帮助者

「起初，神」---------

已经告诉我们神是「自有永有」的神，在宇宙万

物被创造已先，神就是已经存在的。

「神创造天地」--------

说明了神是「无所不能」的神。



(一) 耶和华是我们的帮助者

神既然「创造天地」，祂就能充满在天地之间，也

就说明了神是「无所不在」的神。

就在这短短的七个字里面，就已经启示出来神是

「自有永有、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本质特性。



(一) 耶和华是我们的帮助者

如果神是「无所不能」的神，祂当然能够帮助你的

困难与需要；祂也当然能够保护你脱离一切的危险

与仇敌的攻击；

如果神是「无所不在」的神，祂当然能够天天与你
同在。







(二) 耶和华是我们的保护者

「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也不睡觉。」

(诗篇 121 : 4)

He who watches over you will neither slumber nor

sleep. 

(Psalms 121 : 4)



(二) 耶和华是我们的保护者

耶和华神不单是「造天地」的神，祂也是「不打盹

」的神。

「造天地」是说到神有能力帮助(God is able)；

「不打盹」是说到神随时可以帮助我们。

(God is available)。



隆梅尔牧师 ( Rev. Ron Mehl )
「上帝值夜班」( God works the night shift. )



(三) 耶和华保守我們免受危害

「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
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

(诗篇 121 : 5-6)

The LORD watches over you-- the LORD is your 
shade at your right hand. The sun will not harm 
you by day, nor the moon by night. 

(Psalms 121 : 5-6)



(三) 耶和华保守我們免受危害

「白日」和「夜间」可以说是一天24小时，一年

365天，耶和华神从来没有间断地在保护我们。

「白日」和「夜间」还强调了我们生命中的处境。

「白日」可以代表说我们「在顺境、在生命的高峰

」，「夜间」可以代表说我们「遇到了逆境、在生

命中的低谷」；我们在生命高峰的时候神保护我们

，我们在生命低谷的时候神也保护着我们。



(三) 耶和华保守我們免受危害

「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

我们需要先分清楚「伤」(Hurt)和「害」(Harm)这

两个字是不同的。

在原文中都是说到「白天太阳不害你，晚上月亮也

不害你」。其实，神并没有应许祂的儿女不会「受

伤」，但是神却会保守祂的儿女不会「受害」。



(三) 耶和华保守我們免受危害

「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

(诗篇 121 : 5)

The LORD watches over you-- the LORD is your 
shade at your right hand. 

(Psalms 121 : 5)



(三) 耶和华保守我們免受危害

「荫庇」这个字翻译为Shade，在另外的版本圣经

中还翻译成Shadow「影子」。

也就是说「神要成为你的影子」，也就是说神要与

我们「形影不离」的同在，我们是形，祂是影，我

们去到那里祂就与我们同在。



(三) 耶和华保守我們免受危害

「神就是光，在祂毫无黑暗。」

(约翰一书 1 : 5)

God is light; in him there is no darkness at all.

(1 John 1 : 5)



(三) 耶和华保守我們免受危害

「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祂要保护你
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
永远。」

(詩篇 121 : 7-8)

The LORD will keep you from all harm-- he will 
watch over your life. The LORD will watch over 
your coming and going both now and forevermore.

(Psalms 121 : 7-8)



(三) 耶和华保守我們免受危害

「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
。」

(列王记下 6 : 16)

Don't be afraid. Those who are with us are more 
than those who are with them.

(2 Kings 6 : 16)



(三) 耶和华保守我們免受危害

「耶和华啊，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
。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
绕以利沙。」

(列王记下 6 : 17)

“O LORD, open his eyes so he may see.” Then the 
LORD opened the servant’s eyes, and he looked 
and saw the hills full of horses and chariots of fire 
all around Elisha. (2 Kings 6 :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