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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二十三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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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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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豐盛的屬性

舊約豐盛的屬性通通在六節當中 ─

上帝的同在、供應、平安、得勝，

被上帝這個大牧者所牧養的羊，真有福氣啊！

耶和華以勒

耶和華沙龍

耶和華拉法

耶和華沙瑪
耶和華尼西

1. 偉大的神可以成為個人屬靈的伙伴

八1 耶和華─我們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你將你的榮耀彰顯於天。

歷史書、五經、申命記 ─

以色列啊，你要聽耶和華我們的神！

那個神好像你都要跪拜。

二三篇 卻不是那麼遠的上帝，變成我的 ─

我的牧者、我的頭、我的福杯、我的靈魂…
大衛是大君王，上帝成為他個人的，

詩篇邀我們去聆聽偉大君王的心靈感受。

二三篇 幫助我們知道 ─ 我們的信仰是很個人的，

任何人都讀得懂；不像猶太教，敬鬼神而遠之；不像回教…
是我的牧者，是我的！



1. 偉大的神可以成為個人屬靈的伙伴

上帝的五個屬性，

是可以填空的…

耶和華以勒

耶和華沙龍

耶和華拉法

耶和華沙瑪

耶和華尼西

耶和華是我的以勒

耶和華是我的沙龍

耶和華是我的拉法

祂與我同在

祂是我的尼西

不同年紀、不同時候、不同情境，

通通可以在偉大的神，找到個人屬靈的伙伴，

這些是我們一生經歷神的部分。

耶和華不只是你的牧者，

有危難的時候，耶和華是患難中隨時的幫助，

祂是高台、是盾牌

對軟弱的人，是我的力量、我的詩歌、我的拯救

災難來臨的時候，是我的避難所、我的山寨

1. 偉大的神可以成為個人屬靈的伙伴

約三11a 我們所說的是我們知道的，我們所見證的是我們見過的。

加三28 並不分猶太人、希臘人，自主的、為奴的，

或男或女，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裡都成為一了。

耶穌對尼哥底母所說..

沒有種族、性別、年紀、教育高低的差別，

因信稱義，就可以得到這屬靈的供應。

天地萬物的主宰，卻歡迎你我參加祂屬靈的筵席。

基督徒是實證主義者、經驗主義者，

經歷過 ─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因此不缺乏…
因此寫下來，以後的人也一樣可以實證。

這種 我的，我的靈魂、我的福杯…
用重複的方式在邀 ─ 不只是我的，也希望是你的。

2. 全能上帝是神兒女滿足的根源

雅各祝福約瑟的兩個孩子 ─ 以法蓮跟瑪拿西以後說…

創四八15 我祖亞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事奉的神，

就是一生牧養我直到今日的神。

雅各經歷到上帝，從以前到現在，

一直牧養到他看到他的孫子。

詩八十1a 領約瑟如領羊群之以色列的牧者啊…

耶和華、我的牧者 結果 ─ 不缺乏

心理學家馬斯洛 ─ 人的第一個需要，要滿足。

第一節 就把滿足感說出來了 ─

有上帝就有滿足。

2. 全能上帝是神兒女滿足的根源

2-3 上帝很主動 ─ 祂使我的靈魂甦醒；祂引導我走義路；

祂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都是祂，祂主動。

上帝主動，又成為你的牧者，絕對可以滿足的！

牧者在哪裡就跟，不要超越祂、不要離開祂。

不要跟錯地方 ─ 不要跟別的、不要跟錢，

有人把 詩篇二十三篇 改成 ─ 金錢是我的牧者…
錯！金錢會過去，找上帝以外的東西，一定會虛空。

到底是屬靈的需要、還是肉體的需要？

猶太拉比 Ibn Ezra ─ 是屬靈的需要、不是世上的需要。

有偏頗，羊需要什麼 ─ 青草，喝什麼 ─ 水，

草跟水 ─ 實際上的需要，上帝真的關心實際上的需要

以色列人在曠野，二百萬人就像羊，上帝引導他們喝、吃



3. 孤獨與險惡，成為神同在的觸媒

上帝涉入你生命，會有孤獨、險惡，反而扣扳機 ─

刺激了上帝直接跳進去，第三人稱變成第二人稱

什麼時候有災難，何時就有神的同在

上帝沒有保證天色常藍，卻應許與我們永遠同在，

像約伯 ─ 過去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到有你

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杖是打獅子、老虎的；竿來保護、管教羊的…

二三3 他使我的靈魂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

祂救我、是救主，又引導我、成為我的主，

從救主變成主，從稱義變成成聖。

開始走義路，一定有死蔭的幽谷，是窄門、窄路…
二三4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

從祂變成你，上帝跳進你的苦難，經歷到以馬內利

4. 正確的對焦，使困境變成屬靈祝福

二三5 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

希伯來文筵席 sulhan 桌子

看到敵人的時候。上帝提醒 ─ 要看筵席，桌子

要你轉眼不要看環境，看更美的祝福

希望把遙遠的威脅變成近的祝福

提醒你眼光要調整 ─

只要你轉眼，上帝會出手的！

有了救主、後來成為主，並不保證沒有仇敵…
第四節 死蔭的幽谷，靜態的

第五節 敵人，動態的

從靜態變成動態，然後經歷到上帝。

信仰絕非是宗教，會幫助你得勝敵人！

4. 正確的對焦，使困境變成屬靈祝福

學到什麼功課？上帝會出手，一出手 ─

最危險的地方是最安全的地方，困境讓苦難變成祝福，

掃羅追殺大衛，結果以色列人最後的王是大衛。

不要自己出手、不要成為解放神學 ─ 像馬克思，以惡制惡，

要呼求、仰望、信靠、禱告、交託，不要以惡制惡…
四十歲的摩西要救以色列人，打死法老王的一個兵，

上帝讓他到曠野四十年，在那地方熬煉預備

祂不用你，因為你不認識上帝，

你不看上帝、看困難超過上帝…
困境變成屬靈祝福 ─ 敵人面前變成有筵席，

甚至 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

不要看環境、看上帝，苦難變成祝福，

結果 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

4. 正確的對焦，使困境變成屬靈祝福

本來敵人要追圍你的…
現在追隨你的是恩惠慈愛，

因為你轉眼，仰望耶穌、仰望上帝！

大佈道家把 詩篇二十三篇 畫一幅畫 ─

下面有青草地、旁邊有溪水，

四周圍有仇敵，可是前面是筵席 ─

上帝沒有叫仇敵離開，

沒有保證神的兒女青天白日的光景；

更重要的是恩惠慈愛追著你，

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

二三6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

希伯來文：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追著我



二二1 我的神，我的神！為甚麼離棄我？為甚麼遠離不救我？

二四7 眾城門哪，你們要抬起頭來！永久的門戶，

你們要被舉起！那榮耀的王將要進來！

二四10 榮耀的王是誰呢？萬軍之耶和華！

5. 名牧所出羔羊，引導信徒得永恆歸屬感

這個牧者可能就是耶穌…

二三6 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

我且要歸回，就有點彌賽亞詩的味道。

「拉馬拉馬撒巴各大尼」，耶穌受難時用 二十二篇。

二三篇 耶穌受難、死裡埋葬、復活以後，還要末世歸回…

耶穌第二次降臨，二二、二三、二四擺在一起，

受難、大牧者耶穌死裡復活之後，祂要再回來，

一回來，眾城門要開門來迎接祂。

5. 名牧所出羔羊，引導信徒得永恆歸屬感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改成新約，耶穌說…
耶和華以勒 ─ 我是生命的糧，你必不致缺乏

耶和華沙龍 ─ 我賜給你平安

耶和華拉法 ─ 耶穌醫病趕鬼、醫治你的疾病

耶和華沙瑪 ─ 我必與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林後二14 感謝神！常帥領我們在基督裡誇勝。

二十三篇 同時連結到新約，

舊約 ─ 上帝如何帶領以色列人

新約 ─ 在基督裡餵養我們

上帝今天要餵養你、邀請你進來，

你要讓祂一生一世恩惠引導你，被祂來用、被祂來祝福。

名牧所出羔羊 ─ 耶穌，是我們永恆一生一世、永永遠遠，

住在祂殿中最根本的保障，來跟隨祂。

天父，

謝謝你在基督裡面救拔我們，

謝謝你幫助我們轉眼仰望耶穌，

主啊！你才是我們一切的需要。

幫助我們有仇敵的時候，

知道背後追著我們的是因為 ─

你的同在、恩惠慈愛跟著我們；

幫助我們能夠懂得仰望 ─

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

一生一世有恩惠慈愛隨著我們。

交託、仰望、感恩，奉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禱告，阿們。

禱告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