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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耶和華沙瑪（There）、耶和華沙龍（Peace） 
 
I. 耶和華沙瑪（耶和華的所在）﹕there ( The LORD is there ) 

A. 耶和華沙瑪（H3074，there﹕ָמהָׁש    ְיהָֹוה） 
B. 以西結書四十八35（一萬八千肘是六英哩）﹕唯一的經文 
 

城四圍共一萬八千肘．從此以後、這城的名字、必稱為耶和華的所在。 

The city shall be 18,000 cubits around about; and the name of the city from that day shall be, 

‘The LORD is there.’”   (NASB) 
 
blueletterbible.org 

Jehovah is translated as “The Existing One” or “Lord.” The chief meaning of Jehovah is derived 

from the Hebrew word Havah meaning “to be” or “to exist.” It also suggests “to become” or 

specifically “to become known” – this denotes God who reveals Himself unceasingly.  

Shammah is derived from the Hebrew word sham, which can be translated as “there.”  

Jehovah Shammah is a symbolic name for the earthly Jerusalem. The name indicates that God 

has not abandoned Jerusalem, leaving it in ruins, but that there will be a restoration. 

 
C. 思想﹕ 

� 這名在聖經中是指地上的耶路撒冷城 
� 是上帝的「所在」還是「同在」？有甚麼異同？（參書五13-15） 

約書亞靠近耶利哥的時候舉目觀看、不料、有一個人手裡有拔出
來的刀、對面站立．約書亞到他那裡、問他說、你是幫助我們
呢、是幫助我們敵人呢。他回答說、不是的、我來是要作耶和華
軍隊的元帥。約書亞就俯伏在地下拜、說、我主有甚麼話吩咐僕
人。耶和華軍隊的元帥對約書亞說、把你腳上的鞋脫下來、因為
你所站的地方是聖的。約書亞就照著行了。 

 
� 我們常聽到上帝「無處不在」的屬性 omnipresence（例詩一三九篇），這

屬性（attribute）跟以西結書有沖突嗎？ 
� 以西結書的背景 

− 他出於祭司之家，他生在猶大亡於巴比倫時期，他身處被擄之民中 
− 上帝在在異邦中呼召他作先知 
− 你覺得他和同胞在信仰上有什麼疑問？他以祭司和先知的身份如何

回答同胞們的問題呢？ 
− 結十八2﹕「父親吃了酸葡萄，兒子的牙酸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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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上帝輸了給地上的帝國、異邦的神明？上帝離棄了以色列？ 
− 以西結強調「上帝的榮耀」﹕選民犯罪離棄耶和華，褻瀆了祂的聖

名，以致上帝的榮耀離開了聖殿（結十18，十一23）；但上帝記念
祂的約，會親自尋找失喪的羊，醫治他們，榮耀重回聖殿（結十一
19，四十至四十八章） 

� 早期教會四重釋經原則﹕literal, allegorical, moral & anagogical 
− 上帝在地上選擇的地方、基督的身體和祂的教會、活出聖殿敬拜的

生命、信徒天上永恆的家 
 

那裏是那裏是那裏是那裏是「「「「耶和華沙瑪耶和華沙瑪耶和華沙瑪耶和華沙瑪」？」？」？」？你在那裏你在那裏你在那裏你在那裏？？？？    
 
II. 耶和華沙龍（耶和華賜平安）﹕peace ( The LORD is peace ) 

A. 耶和華沙龍（H3073，peace﹕ָׁשלֹום    ְיהָֹוה） 
B. 士師記六24﹕唯一的經文（是基甸在俄弗拉向耶和華起的一個壇的名字） 

於是基甸在那裡為耶和華築了一座壇、起名叫耶和華沙龍〔就是耶
和華賜平安的意思〕這壇在亞比以謝族的俄弗拉直到如今。 

 
blueletterbible.org 

Shalom is a derivative of shâlêm (which means “be complete” or “sound”). Shalom is translated 

as “peace” or “absence from strife.”  

Jehovah Shalom is the name of an altar built by Gideon in Ophrah. 

 
C. 思想 

� 基甸故事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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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人在應許之地跟隨亞摩利人的神，以致受米甸人欺壓，上帝
在他們呼求時興起士師基甸拯救他們（士師記第六章） 

− 「不聽從上帝的話（士六1、10）」就沒有平安 
� 甚麼是平安？個人（身體、心靈、屬靈）平安、群體（人際關係、社

會、國家）平安？有影響力（權力、經濟）就有平安？ 
� 平安（H7965，ָׁשלֹום）在舊約聖經208 節經文中現了236 次 

− 利廿六6﹕「我要賜平安在你們的地上、你們躺臥、無人驚嚇．我要
叫惡獸從你們的地上息滅．刀劍也必不經過你們的地。」 
� 上帝在利未記廿六章中三重祝福之一﹕平安 
� 這裏的平安包括了那幾個層面？ 

− 以色列人對平安的了解﹕民六22-27 
耶和華曉諭摩西說、你告訴亞倫和他兒子說、你們要這樣為以
色列人祝福、說、 

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 

願耶和華使他的臉光照你、賜恩給你。 

願耶和華向你仰臉、賜你平安。 

他們要如此奉我的名、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賜福給他們。 
− 我們追求誰賜的平安？ 

所以不可將你們的女兒嫁他們的兒子、也不可為你們的兒子娶
他們的女兒、永不可求他們的平安、和他們的利益、這樣你們
就可以強盛、喫這地的美物、並遺留這地給你們的子孫永遠為
業。     【以斯拉記九12】 

 
− 平安是來自上帝的榮耀﹕我們懂得求平安的要門嗎？ 

� 哈該書二9﹕「這殿後來的榮耀、必大過先前的榮耀．在這地方
我必賜平安．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 

� 路加福音二14﹕「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上帝、在地上平安歸與他
所喜悅的人。」 

 
III. 功課 

A. 細讀詩篇廿三篇 
B. 有耶和華為我們的牧者，我們是否就沒有缺乏呢？ 
C. 你今天的生命之杯盛滿的是喜、怒、哀、還是樂呢？ 
D. 人生中有什麼是一生一世的呢？ 
E. 思想「牧者」在傳道書十二11 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