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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早上让我们翻开诗篇。请 Pam 为我们朗读第 23 篇。 

23 （大衛的詩。）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2 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 
3 他使我的靈魂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 
4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5 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 
6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 。 

 

祷告： 

我们的天父，今早我们简单却深深地来向您祈求“耶和華 ─ 我的磐石，我的救贖主啊，願我口中的言語、心 

裡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悅納。”（诗篇 19:14）祷告奉有恩典有真理的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上周我学到了，也许 150年或甚至 300年前，有些传道者会用以下的方式讲道： 

1. 他们会把整段经文念一遍，然后逐节解释。 

2. 然后加强其中的一段或一节经文成为主题。 

通常会讲 45-60分钟。 

 

我沒打算要講那麼久,但會引用他的方式來講今天的訊息. 

1. 我會扼要地逐節解釋詩篇 23篇. 

2. 然後我會強調第 5節. 

 

這是最有名的, 且是最受喜愛的, 因為: 

 信息最簡單, 又最深切. 

 容易記—也許我們有些人都會背. 

 人性化的表達—有關神與個人的關係 (“耶 和 華 是 我 的 牧 者”) 

 這篇信息帶給成千上萬的人盼望和安慰. 

 我相信在座至少有些人也曾從這詩篇得到安慰. 

 

我也認為詩篇 23篇是被鍾愛的, 且帶來安慰的, 因為它是一首直入人脆弱景況的詩歌.  

 

透過生命的脆弱, 我們被告之也被邀請來相信這位創造宇宙天地的神: 

 祂是萬能的神 

 祂有無限的能力 

 祂有無止境的力量 

 祂是天軍統帥 

 祂永不怠惰, 永不打盹 

…祂是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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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 3千年後的今天, 我們聚集在這裡 

1. 我們不是牧人(但作者有一段時間是) 

2. 我不認為我們當中有認識牧人的 

3. 在日常生活裡也看不到牧人(不像早期的讀者與聽者) 

但是, 我們許多人都能將牧人與羊的畫面連結在一起.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 

 這首詩的第一個字就是希伯來語的‘耶和華’或’雅威’ 

 在詩篇裡,’雅威’有其重要的地位 

 此乃告訴我們, 無論是用眼看或用耳聽, 這首詩都是在論及以色列的神—雅威. 

 

所以, “雅威是我的牧者”. 

 

1. 在聖經理, 我們用形容詞和字來形容神.例如: 神是”聖潔的”,”全知的”,”永恆的”等等. 

2. 聖經也用名字告訴我們神是谁: 

a. “耶和華/雅威以勒”—“神是供應者” 

b. 在新約裡我們認識神是”聖父”,”聖子”和”聖靈”; 神子更有明確的名字叫”耶穌”. 

3. 聖經也用圖像描繪神 

a. 神是”巖石”,”盾牌”,”堡壘” 

b. 最珍貴,最奇妙,最有人性化的描繪就是牧羊人. 

 

但神(或稱"雅威”)不像普通的牧羊人. 

 祂永不疲倦,也從不在工作上打盹. 

 神不是心不在焉的牧人. 

 祂更不是刻薄的牧人. 

 詩篇 23篇和聖經許多地方都將神描繪成好牧人. 

 

詩篇 23篇的詩人就像好作家一樣,不是憑口說說"神是'好牧人'"而已. 

 一篇好文章的原則是"用顯示的,不是用說的".例如: 

  不說"暴風雨".而是描述風雨如何的強烈. 

  不只說"她生氣", 而是描述她有多生氣. 

  相同的,不要只告訴我們神是"好"牧人.而是讓我們看看! 

他就是這麼做的. 

 

1. 神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第 2節上) 

這個圖像強調滋潤和豐盛.身為牧者, 神關心和供應作者.因為祂這麼做,所以神是好牧人. 

2. 神”…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第 2 節下) 

“安歇"這個西伯來字的意思, 強調休息和安全. 神提供詩人所有的需要. 這更證明神是個好牧人. 

3. 神”使我的靈魂/生命甦醒”(第 3 節上) 

力量的更新與復甦 

4. 神, 因祂是好牧人, 所以”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 (第 3 節下) 

5. 然後, 我們來到了最精彩的第 4 節: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這首詩不是在說夢話. 詩篇絕對不是這樣的. 這就是人們這麼喜歡詩篇這部書的其中ㄧ個原因. 

這首詩不是說"如果我走過死蔭的幽谷”, 而是斬釘截鐵地說”當我行過死蔭的幽谷”. 

我們都走過死蔭的幽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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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悲傷, 沮喪, 羞恥, 罪咎感…等等. 

 可能是我個人的, 家庭的, 事業上的, 或教會團體的死蔭幽谷 

而且當我行過”死蔭幽谷”,神的同在就在那裡. 

 你陪我在死蔭的幽谷裡.杖,竿,和好牧人都帶給我安慰與保護. 

就因為大牧人為我所做的一切,尤其與我同在”死蔭的幽谷”裡,所以神真的是ㄧ位好牧人. 

 

這首詩很清楚地表明所陳述的都可用在今生,也適用於來生. 

我一生一世(這裡, 現在)必有恩惠慈愛隨著(追著)我； 

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 (我的餘生, 甚至進入永恆) 。(第 6 節) 

 

大衛—耶穌—我們 

 

詩篇 23篇給我們很好的範例, 告訴我們該如何讀/解釋聖經.我們需要從 3個不同的角度來讀詩篇: 

1. 首先, 這首詩是大衛個人的經驗. 神是大衛的牧者. 

2. 第二, 這首詩幫助我們了解並指向耶穌.耶穌充分展現了”我是好牧人” (約翰福音十: 11, 14)的形像. 

3. 第三, 詩篇也必須成為我們個人的經驗.我們也需要承認”神是我的牧人”. 

當我們讀聖經時, 這 3種角度不是各自為陣,乃互相連結交織在一起. 

 

第 5節 

我們要花點時間在第 5節.當我們讀完大牧人”使羊躺臥在青草地上…領羊在可安歇的水邊…使羊走義路…與

羊同在那死蔭的幽谷…. 然後我們會期待第 5 節應該是大牧人和羊一起的畫面, 並且大牧人會領羊安全地回到羊

圈裡. 

 

從第 5 節我們隱約也可編織那個畫面, 但是大牧人好像退到幕後, 我們看到的是ㄧ個主人或一國之君. 

“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 

另一版本說: 

“就在我敵人面前, 你為我擺設了一大桌 6道菜晚餐.你使我下垂的頭抬高;我的杯緣溢出滿滿的祝福.” 

 

讓我們來談談這”筵席桌”或是”6大美食佳餚” 

1. 首先, 我們應該注意的是:  “祢/神”親設筵席. 這是祂供應的食物或祂的筵席. 祂是主人—我們是客.  

當我們看新約聖經有關”糧食”或”盛宴”或”晚餐”等主題, 我們發現神用很大的代價來擺設這餐. 

耶穌受難的前晚, 他和祂的門徒一起用餐, 對他們說麵包與酒象徵祂的身體與血. 這餐指向祂的

受難與死亡. 這偉大的犧牲帶給我們更多有意義的共膳. 

 因為祂偉大的犧牲, 所以主邀請我們來到祂的桌前. 

  來到主桌前, 因為耶穌已付上了所有的代價. 來到主桌前, 因為耶穌要與我們共進晚餐. 

  讓我們來到桌前, 因為這是恩典與憐憫之桌. 讓我們來到主桌前, 因為神自己就在那兒. 

 

 既然雅神威自設筵席也要請我們來到桌前, 到底祂希望成就什麼? 嗯, 一頓饗宴到底能成就什麼? 

i. 使客人吃飽 

ii. 希望在桌上分享人生美好的時光:  有閒談, 分享, 笑聲, 哭聲, 醫治, 關懷 

iii. 也許大多時候與人一起吃飯就有歸屬感, 有團契, 有連結 

耶穌多麼希望藉由飲食與我們有”聯結”. 

這不僅讓我學到如何身為父親, 也應用在生活的其它層面. 父母最大的目標就是能夠與孩子有連結, 不管他

是自己親生的或是領養的. 這不是自然發生的. 我們必須用心地使其成為生活中的規律.  

其中的ㄧ個規律就在我們家的飯桌上. 

有時餐桌是個挑戰的地方—吵架或做功課. 但, 這桌子意味著團隊, 聯屬, 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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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桌是我們生活上重要的地方之一, 我們一起吃飯, 一起聊天分享, 一起辯論, 一起禱告, 一起唱歌, 一起研

讀神的話語. 我為我家的餐桌感謝神. 

同樣的, 我越來越強烈地覺得教會若想經常有連結, 我們必須經常圍坐在桌前—吃東西, 分享, 談話, 一起笑

一起哭, 一起禱告, 一起讀經. 因此, “我的家成為你的家”這活動, 就超越了募款的意義. 

 

2. 第二點要注意的是:  這桌擺在敵人的面前. 

谁是這些敵人呢? 

我們不確定谁是敵人: 

i. 有些解經家建議"敵人”到處都是--他們就匿伏在背後. 

ii. 另有一些解經家認為敵人就是那些戰俘 

所以這餐飯就像是打勝仗後的慶功宴. 

不管怎樣, 總之敵人就在我們面前. 

 

 第 5節和第 4節很像: 

  在這個人生裡, 我們的大牧人為我們擺設筵席, 即使生命裡有試煉, 麻煩, 痛苦, 甚至”敵人” 

 

這就是我建議神的形像是大牧人和大君王. 大牧人也是大君王, 因祂有能力在我們用餐時不讓敵人靠近我們. 

 

有個解經書對這首詩如此評論: 

 “古代近東地區對好客的定義, 不只提供飯食而已, 主人還有責任保護祂的客人 (見創世記 19:8注). 記

然詩人身為客人, 他就能在敵人的面前吃飯, 享受雅威的保護. 

 

3. 主的桌就是盛宴. 

我建議這是個筵席, 因為神所預備的總是大盛宴. 

聖經裡有個好聽的故事, 先知以利亞可以在沙漠中步行 40天全因有神的天使來餵他. 

神就是可以做到這樣! 

 

我同時建議這是個盛宴, 因”油膏了我的頭” 

 此處油,不是膏抹國王, 而是讓臉”發光” 

 在那個文化, 主人習慣用油膏抹進門的客人的頭. 

  真的是發光的時候! 

 

第三, 我說它是個盛宴, 是因為”我的福杯滿溢”. 

 我的杯裡有這麼多, 多到都滿了出來. 

 “神對我真好, 我的杯不只 75%或百分之百滿, 而是對我好到都滿出來了.” 

 有句話有時會在我的腦海裡縈繞:  ‘神對我真是太好了.” 

  這樣說好像不太貼切. 

  但, 當我想到耶穌福音的豐富, 和神在我生命裡豐盛的祝福, 那確實是我的經驗. 

 

當我們想到這桌是大筵席, 我就要強烈的建議, 神所預備的筵席不侷限在桌上ㄧ些微薄的東西. 

 這就是為什麼每當我們用聖餐時, 我對那”少之又少看起來微薄的食物”感到不自在. 

 麵包和果汁一定要有. 那是桌上必備之物. 但, 我覺得桌上還要有更多的食物: 

 當耶穌與祂的門徒慶祝最後的晚餐, 這只是大席上的一部分. 

 在初代教會, 聖餐只是大”愛宴”的一部分. 

這場盛宴應該代表神的慷慨和祂的闊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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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有個故事告訴我神的筵席最終應該像這樣: 

 亞蘭軍隊包圍以利沙居住的城市. 神使他們的眼目昏迷. 以利沙將他們領到以色列王那裡去. 以色列王

要殺他們的仇敵, 但以利沙說, 不可以, 反倒要餵飽他們. 飯後敵軍離去. 聖經說從此雙方有了和平. (列下 6) 

 
聖餐 

 

今天早上,不知道我們可不可以讓神的恩惠,憐憫和救恩在這個聖餐上? 

1. 神邀請罪人來與祂同桌. 

人最糟糕的ㄧ句話就是說耶穌”與罪人一起用餐”. 

耶穌總是這樣,今早仍舊一樣. 

祂邀請罪人來與祂一起用餐. 

2. 這餐幫助我們指向神透過耶穌給我們的祝福與應許-- 

神的應許就是原諒我們, 接受我們. 

神最大的應許就是把我們帶進神家與祂同席. 

 

當我們要預備心來到主的聖餐時,讓我們來一起唱首詩… 

歌名:”聖餐聖詩” 

我們整個聖餐儀式都唱這首歌,用完餐,再唱最後一段.讓我們站起來唱前面兩段,讓歌詞對我們說話. 

 

將食物帶到前面 

歡迎小孩回到我們當中. 我曾邀請你們帶東西來, 放在桌上, 象徵神為我們準備了宴席. 所以, 我現在請各位

把東西拿到前面來…待會兒我會請你們圍在圓桌邊, 每 8-12人一桌. 我或長老會在桌上引導你們. 

 

你現在來到桌前, 我要問: 

 你在這裡看到救恩了嗎? 

 我要看到不同的東西擺在桌上 

 你在宴席上看到你的救恩了嗎? 

 你在這裡看到救恩了嗎? 

 神要給你的, 你看到了多少? 

 桌上主角:  麵包與果汁—耶穌的身體和寳血 

 你在這裡看到救恩了嗎? 

 酒:  指向耶穌的寶血 

 水果:  聖靈的果子 

 蜂蜜… 

 其它… 

 

主角:  麵包“這是我的身體”與果汁"這是我的血” 

 
祝禱 

詩歌結束:  “救恩屬於我們的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