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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神同⾏：⼤衛與他的詩 

⼤衛是舊約中最重要的屬靈領袖之⼀，也是耶穌的先祖。 
詩篇是新約中最被引⽤得多的舊約書卷，⼀半出⾃⼤衛⼿筆。 
我深信，認識⼤衛與他的詩，會把我們帶到神⾯前，與祂同⾏。 

農曆年的這兩週「休息週」(Resting weeks，2021年2⽉7至20⽇)，藉著
⾛進⼤衛⽣命中的不同⽚段，細味他在那時那地所創作的詩篇，我靈
可以安靜。讓我們⼀起穿越時空，推敲⼤衛的⼼路歷程，分享他對
神、對罪、對⼈⽣歷練的領悟，揭開合神⼼意的⼀年。 

此靈修材料側重思考經⽂及反省⼈⽣。藉著發掘經⽂深意，我們既⾛
進神的道中，也⾛進⾃⼰的⼼，實如尋獲天國至寶︔伸延部分更會讓
靈修體驗錦上添花 (例如附錄的《詩篇知多少︖》，讓您認識詩篇多
⼀點)。⿎勵⼤家每天寫下回應，作⽣命決定，並為⾃⼰的決定誠⼼祈
禱。願神賜福給每位尋求祂的⼈！ 

以⾺內利, 

Antony & Charlie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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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21 (⽇)    

成事在天 (⼀)：焦點是敵⼈，還是救我的神︖ 

๏ 經⽂閱讀 

撒下15  ⼤衛躲避兒⼦押沙⿓的追殺 

14⼤衛就對耶路撒冷跟隨他的⾂僕說：「我們要起來 (arise) 逃
走，不然都不能躲避押沙⿓了；要速速地去，恐怕他忽然來到，加
害於我們，⽤⼑殺盡合城的⼈。」... 23本地的⼈都放聲⼤哭。眾⺠
盡都過去，王也過了汲淪溪；眾⺠往曠野去了 ... 30⼤衛蒙頭赤腳上
橄欖⼭，⼀⾯上⼀⾯哭。跟隨他的⼈也都蒙頭哭著上去；31有⼈告訴
⼤衛說：「亞希多弗也在叛黨之中，隨從押沙⿓。」⼤衛禱告說：
「耶和華啊，求你使亞希多弗的計謀變為愚拙！」 

撒下17 
14押沙⿓和以⾊列眾⼈說：「亞基⼈⼾篩的計謀比亞希多弗的計謀
更好！」這是因耶和華定意破壞亞希多弗的良謀，為要降禍與押沙
⿓。15⼾篩對祭司撒督和亞比亞他說：「亞希多弗為押沙⿓和以⾊列
的長老所定的計謀是如此如此，我所定的計謀是如此如此。16現在你
們要急速打發⼈去，告訴⼤衛說：『今夜不可住在曠野的渡⼝，務
要過河，免得王和跟隨他的⼈都被吞滅。』」 

17那時，約拿單和亞希瑪斯在隱‧羅結那裏等候，不敢進城，恐怕
被⼈看⾒。有⼀個使女出來，將這話告訴他們，他們就去報信給⼤
衛王。18然⽽有⼀個童⼦看⾒他們，就去告訴押沙⿓。他們急忙跑到
巴⼾琳某⼈的家裏；那⼈院中有⼀⼝井，他們就下到井裏。19那家的
婦⼈⽤蓋蓋上井⼝，⼜在上頭鋪上碎麥，事就沒有洩漏。20押沙⿓的
僕⼈來到那家，問婦⼈說：「亞希瑪斯和約拿單在哪裏？」婦⼈
說：「他們過了河了。」 
僕⼈找他們，找不著，就回耶路撒冷去了。 21他們走後，⼆⼈從
井裏上來，去告訴⼤衛王說：「亞希多弗如此如此定計害你，你們
務要起來，快快過河。」22於是⼤衛和跟隨他的⼈都起來，過約旦
河。到了天亮，無⼀⼈不過約旦河的。23亞希多弗⾒不依從他的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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謀，就備上驢，歸回本城；到了家，留下遺⾔，便吊死了，葬在他
⽗親的墳墓裏。 

๏ 快思 (經⽂) 

‣ 誰追殺⼤衛︖這⼈跟⼤衛的關係是︖ 

‣ 誰幫助⼤衛，讓他戰勝亞希多弗的計謀︖ 

‣ 身處危難中，⼤衛有什麼決定和⾏動︖ 

๏ 慢想 (⼈⽣) 

‣ 近⽉我聚焦在什麼困難上︖ 

‣ 我看到神的拯救嗎︖祂藉著誰去幫助我，我又怎去回應呢︖ 

๏ 屬靈訊息 

‣ ⼤衛禱告 (15:31)，但他不知道神會否回應，更不知道神會⽤什麼⽅

法。但藉著信靠，他得救了  —「信」神及倚「靠」神放在他身邊

的天使們。 

‣ 「拯救⽅程式」= 信 + 緊靠屬靈團隊 + 耐⼼等候！ 

๏ 我的回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的神啊，求你擦亮我的眼睛，讓我看⾒你，⽽不只是困難。我相信
你⼀定已在作⼯，也已將天使放在我身邊！我決定去信靠，去做應做
的事來回應你。阿們。 

๏ 伸延思考 

‣ ⼤衛信靠神，但現實中身邊的⼈亦正亦不正，給他的建議有好有不
好 (例：撒上17:33，24:4)。⼤衛怎樣決定誰（或什麼建議）值得信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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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elt 旱溪（Wadi Qelt or Nahal Prat）中「死蔭的幽⾕」。

Qelt 旱溪發源於耶路撒冷附近，經過耶利哥流入約旦河，無⽔的季節成為從耶
利哥到耶路撒冷最著名的⼀條道路，⼤衛從這裡逃離耶路撒冷躲避押沙⿓（撒

下15:23），⻄底家王從這裡逃往亞拉巴（王下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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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21 (⼀)    

成事在天 (⼆)：焦點是敵⼈，還是救我的神︖ 

๏ 經⽂閱讀 

詩篇3  ⼤衛逃避他兒⼦押沙⿓的時候作的詩 

1耶和華啊，我的敵⼈何其加增； 
有許多⼈起來攻擊我。 
2有許多⼈議論我說： 
他得不著神的幫助。 （細拉） 

3但你－耶和華是我四圍的盾牌， 
是我的榮耀，⼜是叫我抬起頭來的。 
4我⽤我的聲⾳求告耶和華， 
他就從他的聖⼭上應允我。 （細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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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耶和華啊，求你起來 (arise)！ 
我的神啊，求你救我！ 
因為你打了我⼀切仇敵的腮⾻， 
敲碎了惡⼈的牙⿒。 
8救恩屬乎耶和華； 
願你賜福給你的百姓。（細拉） 

๏ 快思 (經⽂) 

‣ ⼀夜醒來，詩⼈重新得⼒，本篇因此被稱為「早晨的禱告」。整⾸
詩中，我覺得⾼峰在哪⼀節︖ 

‣ ⼤衛⽤什麼詞語來形容他的敵⼈︖他又⽤什麼詞語來形容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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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兒⼦追殺的⽇⼦，⼤衛內⼼在⽩天有否平安︖晚上能安睡嗎︖ 

๏ 慢想 (⼈⽣) 

‣ 昨天的經⽂中（撒下15:14），⼤衛帶領跟隨的⼈起來 (arise) 逃命。
今天的經⽂中（詩篇3:7），⼤衛求神「起來 (arise) ... 救我」。原⽂
相同的這⼀個字，提醒我們⽣命要有兩種態度：坐⾔起⾏，也謙卑
求神。什麼事我要「起來 (arise)」：坐⾔起⾏，也謙卑求神︖ 

๏ 屬靈訊息 

‣⾯對親兒⼦及叛黨的追殺，「但你」(第3節) 是⼤衛的態度。他把⽬

光轉離令⼈膽顫⼼驚的環境和敵⼈，重新注⽬於神、認識神，⼼中

充滿了蒙福的平安： 

✦ 雖然「敵⼈何其加增」，他仍有信⼼，不被仇敵牽著⿐⼦⾛ 

✦ 「許多⼈起來攻擊我」，他仍能看⾒唯有神是他「四圍的盾牌」 

✦ 經歷傷⼼、羞辱 (撒下15:23及30)，仍宣告唯有神是他的榮耀和救

恩 (幫助/ 救/ 救恩 (deliver/ deliverance) 正是本詩篇的鑰詞 (key 

word)) 

✦ ⼤衛明⽩神是在管教他，不是丟棄他 (「神在發怒的時候以憐憫

為念」(哈3:2)) 

๏ 我的回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神啊，這些年所經歷的⽇⼦不容易，不能預測的事情太多，覺得在不
同⽅⾯都有被撒旦攻擊的感覺，也有不少疑惑的時候。但你，慈悲的
⽗，是我內⼼平安的唯⼀泉源！求你起來，在迷濛中引領我。我也決
定要起來，緊貼你的腳步，演好我⽣命中的角⾊。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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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伸延思考 

‣ 眾⼈議論說⼤衛必「得不著神的幫助」，或許因他們覺得這次叛亂
是⼤衛咎由⾃取的，甚至是因他犯罪⽽受神懲罰的結果。你覺得這
有道理嗎︖⼤衛⾃⼰又覺得怎樣︖ 

‣ 「起來 (arise)」也曾出現在誰的禱告中︖ (摩西求神帶領百姓：「約
櫃往前⾏的時候，摩西就說：『耶和華啊，求你興起 (arise)！』」(民
10:35)) 

‣ 安睡的竅⾨：詩篇127:2 (「惟有耶和華所親愛的，必叫他安然睡
覺」) 

👇  ⼀名以⾊列⼠兵早晨向著耶路撒冷⽅向禱告 

8/2/21 (⼀) 9 《⽬錄》



 9/2/21 (⼆)    

因⽗之名（⼀）：誰掌管⼀切︖ 

๏ 經⽂閱讀 

撒上17  ⼤衛戰勝歌利亞 

4從非利⼠營中出來⼀個討戰的⼈，名叫歌利亞，是迦特⼈，⾝⾼
六肘零⼀虎⼝ ... 11掃羅和以⾊列眾⼈聽⾒非利⼠⼈的這些話，就驚
惶，極其害怕 ... 32⼤衛對掃羅說：「⼈都不必因那非利⼠⼈膽怯。
你的僕⼈要去與那非利⼠⼈戰⾾ ... 36你僕⼈曾打死獅⼦和熊，這未
受割禮的非利⼠⼈向永⽣神的軍隊罵陣，也必像獅⼦和熊⼀般。」 

45⼤衛對非利⼠⼈說：「你來攻擊我，是靠著⼑槍和銅戟；我來攻
擊你，是靠著萬軍之耶和華的名，就是你所怒罵帶領以⾊列軍隊的
神。46今⽇耶和華必將你交在我⼿裏。我必殺你，斬你的頭，⼜將非
利⼠軍兵的屍⾸給空中的⾶⿃、地上的野獸吃，使普天下的⼈都知
道以⾊列中有神；47⼜使這眾⼈知道耶和華使⼈得勝，不是⽤⼑⽤
槍，因為爭戰的勝敗全在乎耶和華。他必將你們交在我們⼿裏。」 

48非利⼠⼈起⾝，迎著⼤衛前來。⼤衛急忙迎著非利⼠⼈，往戰場
跑去。49⼤衛⽤⼿從囊中掏出⼀塊⽯⼦來，⽤機弦甩去，打中非利⼠
⼈的額，⽯⼦進入額內，他就仆倒，⾯伏於地。 

50這樣，⼤衛⽤機弦甩⽯，勝了那非利⼠⼈，打死他；⼤衛⼿中卻
沒有⼑。51⼤衛跑去，站在非利⼠⼈⾝旁，將他的⼑從鞘中拔出來，
殺死他，割了他的頭。非利⼠眾⼈看⾒他們討戰的勇⼠死了，就都
逃跑。 

๏ 快思 (經⽂) 

‣ ⾯對歌利亞，掃羅和以⾊列⼈害怕什麼︖他們⾒到、聽到、想像的
是什麼（詳⾒撒上17：4-11）︖他們的害怕有根據嗎︖ 

‣ ⼤衛為什麼不害怕︖哪些經歷和訓練，加添了他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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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想 (⼈⽣) 

‣ ⽣命中有什麼巨⼈是我害怕的呢︖我想像過的最糟情況是︖ 

‣ 要戰勝⽣命中的巨⼈，我可以怎樣學習⼤衛︖ 

๏ 屬靈訊息 

‣⼤衛的神是「萬軍之耶和華」、「帶領以⾊列軍隊的神」、賜能⼒

讓他打死獅⼦和熊的神︔祂也是全地的神、彰顯榮耀的神、「使仇

敵和報仇的閉⼜無⾔」的神（詩篇第8篇）。因此，「爭戰的勝敗全

在乎耶和華」！⼤衛⾒到、聽到、想像的不是敵眾我寡、凶多吉

少，⽽是永⽣神耶和華的名，因祂掌管⼀切。 

๏ 我的回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讓我學習⼤衛，平時鍛煉⾃⼰迎難⽽上，勤於屬靈上操練⾃⼰。讓我
作你的⼯具，靠著你的名戰勝⽣命中或想像中的巨⼈，傳揚你的榮
耀。阿們！ 

👇 出⼟的甩⽯機弦（繩⼦是現代複製品），現存⼤英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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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21 (三)   

因⽗之名（⼆）：誰掌管⼀切︖ 

๏ 經⽂閱讀 

詩篇8  ⼤衛的詩，交與伶長。⽤迦特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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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你因敵⼈的緣故， 
從嬰孩和吃奶的⼝中， 
建立了能⼒， 
使仇敵和報仇的閉⼝無⾔。 

3我觀看你指頭所造的天， 
並你所陳設的⽉亮星宿， 
4便說：⼈算甚麼，你竟顧念他！ 
世⼈算甚麼，你竟眷顧他！ 

5你叫他比天使微⼩⼀點， 
並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 
6-8你派他管理你⼿所造的， 
使萬物，就是⼀切的⽜⽺、 
⽥野的獸、空中的⿃、海裏的⿂， 
凡經⾏海道的，都服在他的腳下。 

9耶和華－我們的主啊， 
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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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思 (經⽂) 

‣ 詩篇中想述說的是⼈的渺⼩，還是⼈的尊榮︖ 

‣ 這⾸詩註明是⽤迦特樂器伴奏。迦特，令⼈聯想起⼤衛殺死的迦特
巨⼈歌利亞 (撒上17:4, 23)，及他帶著歌利亞的⼑兩次去投奔的迦特
王亞吉 (撒上21及27章)。莫非流亡中的⼤衛在無眠夜仰望星空、⼿
執迦特樂器，憶起歌利亞之戰，在感動與讚美中寫成此詩︖ 

๏ 慢想 (⼈⽣) 

‣ 我怎麼看⾃⼰呢︖我覺得⾃⼰微⼩、價值不⾼，還是尊貴的、是神
的兒女︖我怎麼看⾃⼰，跟我怎麼活有什麼關係︖我又怎麼看身邊
的⼈呢︖ 

‣ 太貶低⼈的價值，或太抬舉⼈的價值，兩者有什麼問題︖ 

‣ 今天神將什麼交托給我去管理︖我感激有這份使命嗎︖我可以怎樣
做得更好︖ 

๏ 屬靈訊息 

‣今⽇就⾛出去吧！欣賞落霞、仰望星空，或攀上⾼山、細看⼀花⼀

葉，讚美造物主的偉⼤︔思想⼈的有限及罪惡，也思想⼈的奧妙及

使命。感激神的恩典，感激祂對⼈的不離不棄。 

๏ 我的回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們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祈禱我們打開眼睛，也打開我們
的⼼去認識你、讚美你。感激你重⽣了我們，讓我們的⽣命有了新的
意義與價值。你所交託的⼀切，讓我們好好管理，好將你配有的榮耀
歸給你。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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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伸延閱讀/資料 

‣ 詩篇144篇可能跟本詩篇⼀樣，同寫於⼤衛作王早期，請作平⾏閱讀 

‣ 本詩是「彌賽亞詩篇」之⼀，其中第4-6節在希伯來書2:6-9被引申在
基督身上。要了解「彌賽亞詩篇」，詳⾒ https://bible.fhl.net/isa/
isa71.html 

‣ 1962年2⽉20⽇，美國第⼀位太空⼈環繞地球三圈，朗讀《詩篇8:3-
4》讚嘆神創造的偉⼤。1969年7⽉20⽇，阿波羅11號上的三位太空
⼈選讀、簽名，並與國旗⼀同留在⽉球上的也是這段經⽂：「我觀
看你指頭所造的天，並你所陳設的⽉亮星宿，便說：『⼈算什麼，
你竟顧念他︔世⼈算什麼︖你竟眷顧他。』……」。 

👇 阿波羅11號留在⽉球靜海上的矽盤。它直徑50厘⽶，

刻著多國的問候語，及詩篇第⼋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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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21 (四)   

主看顧⼩⽺（⼀）：誰是我的牧⼈︖ 

๏ 經⽂閱讀 

撒上23  ⼤衛被掃羅追捕，卻放過掃羅 

14⼤衛住在曠野的⼭寨裏，常在⻄弗曠野的⼭地。掃羅天天尋索⼤
衛，神卻不將⼤衛交在他⼿裏。 

15⼤衛知道掃羅出來尋索他的命。那時，他住在⻄弗曠野的樹林
裏；16掃羅的兒⼦約拿單起⾝，往那樹林裏去⾒⼤衛，使他倚靠神得
以堅固，17對他說：「不要懼怕！我⽗掃羅的⼿必不加害於你；你必
作以⾊列的王，我也作你的宰相。這事我⽗掃羅知道了。」18於是⼆
⼈在耶和華⾯前立約。⼤衛仍住在樹林裏，約拿單回家去了 ... 25掃
羅和跟隨他的⼈去尋找⼤衛；有⼈告訴⼤衛，他就下到磐⽯，住在
瑪雲的曠野。掃羅聽⾒，便在瑪雲的曠野追趕⼤衛。26掃羅在⼭這邊
走，⼤衛和跟隨他的⼈在⼭那邊走。⼤衛急忙躲避掃羅；因為掃羅
和跟隨他的⼈，四⾯圍住⼤衛和跟隨他的⼈，要拿獲他們。27忽有使
者來報告掃羅說：「非利⼠⼈犯境搶掠，請王快快回去！」28於是掃
羅不追趕⼤衛，回去攻打非利⼠⼈。因此那地⽅名叫⻄拉‧哈瑪希羅
結。29⼤衛從那裏上去，住在隱‧基底的⼭寨裏。 

撒上24 
1掃羅追趕非利⼠⼈回來，有⼈告訴他說：「⼤衛在隱‧基底的曠
野。」2掃羅就從以⾊列⼈中挑選三千精兵，率領他們往野⽺的磐⽯
去，尋索⼤衛和跟隨他的⼈。3到了路旁的⽺圈，在那裏有洞，掃羅
進去⼤解。⼤衛和跟隨他的⼈正藏在洞裏的深處 ... 7⼤衛⽤這話攔
住跟隨他的⼈，不容他們起來害掃羅。掃羅起來，從洞裏出去⾏
路。 

8隨後⼤衛也起來，從洞裏出去，呼叫掃羅說：「我主，我王！」
掃羅回頭觀看，⼤衛就屈⾝、臉伏於地下拜。9⼤衛對掃羅說：「你
為何聽信⼈的讒⾔，說⼤衛想要害你呢？10今⽇你親眼看⾒在洞中，

11/2/21 (四) 15 《⽬錄》



耶和華將你交在我⼿裏；有⼈叫我殺你，我卻愛惜你，說：『我不
敢伸⼿害我的主，因為他是耶和華的受膏者。』」 

๏ 快思 (經⽂) 

‣ 經⽂中描述了哪些情況，是「神卻不將⼤衛交在他 (掃羅) ⼿裏」的
證據︖ 

‣ 似乎神卻將掃羅「交在⼤衛⼿裏」！跟隨的⼈都⼤⼒⽀持要捉緊這
復仇的良機，⼤衛卻不殺掃羅。為什麼︖ 

๏ 慢想 (⼈⽣) 

‣ 在關係中，我是誰⼈⽣命中的⼤衛 (敬畏神，以神的眼睛看仇敵)︖
又是誰⼈⽣命中的約拿單 (勇敢的屬靈朋友)︖ 

‣ 什麼時候我反⽽像掃羅 (沒有神，⼼胸狹窄)︖我的牧⼈是誰︖ 

๏ 屬靈訊息 

‣掃羅是王，應該愛惜他的民，卻因嫉妒⽽追殺⼤衛︔反過來，⼤衛

淪為浪⼈，卻因跟隨充滿恩惠的耶和華，有著牧⼈⼼腸，捨⼰去珍

惜神的受膏者掃羅，放棄復仇的⿈⾦機會。我們怎樣對待⼈，反映

我們⼼中的牧⼈是誰。 

‣其實我們都有選擇權。掃羅的兒⼦約拿單決定不⾛⽗親的歪路，在

脅逼中找⼤衛「使他倚靠神得以堅固」，更⿎勵他將來作王時會助

他⼀臂之⼒！約拿單⼼中的牧⼈是誰︖看他的⼀⽣就知道。 

我的回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的主，感激你是我的牧⼈，⼀路看顧我的⽣命。禱告我可以跟隨你
的榜樣，作別⼈的⼤衛與約拿單，珍惜、堅固身邊的⼈，給⼈遮風擋
⾬，帶⼈到你的⾯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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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伸延閱讀 
‣ 撒母⽿記上26章記載了⼤衛第⼆次放過掃羅的故事，值得閱讀或重
溫 

👇 隱·基底 (「野⽺的磐⽯」(撒上24:2）) 的懸崖上有許多⼭洞，

是⼤衛逃避掃羅時藏⾝的地⽅之⼀。「岩⽯」、「⼭寨」、「磐⽯」、「盾

牌」、「⾼台」（詩18:2）都是⼤衛在曠野逃避掃羅時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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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21 (五)   

主看顧⼩⽺（⼆）：誰是我的牧⼈︖ 

๏ 經⽂閱讀 

詩篇63  ⼤衛的詩 

1耶和華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致缺乏。 
2他使我躺臥在⻘草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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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快思 (經⽂) 

‣ 經⽂中出現了多少個「我」︖又出現了多少個「耶和華」、
「你」、「他」︖從中我可以學到什麼︖我的禱告⽣命可以怎樣不
同︖ 

‣ ⼤衛是牧⼈，但在詩中他反過來變成什麼︖為什麼在詩中，禱告的
對象 (耶和華) 從「他」變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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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想 (⼈⽣) 

‣ 思想⽣命中的⼀切：種種需要 (但不缺乏)、死蔭幽⾕ (卻得安慰)、
四⾯受敵（仍滿恩惠)，我記得當中的故事嗎︖「引導我」「與我
同在」「隨著我」的是誰︖我怎麼知道︖ 

๏ 屬靈訊息 

‣ 疫情中的⼤年初⼀，讓我們以⼤衛的⽣命作寫照：今天的我總覺得

缺乏，還是感激神始終帶領︖我常擔⼼害怕，還是經歷神的安慰⽽

放膽，甚至樂於安慰別⼈︖我常計較，還是因為已有⼀位為我捨命

的好牧⼈耶穌 (約10:10-11)，可以滿⼼感激，以恩惠慈愛待⼈︖這個

農曆新年，我可以抓緊機會與家⼈朋友分享我⽣命的改變，分享神

給我的恩和信⼼嗎︖ 

๏ 我的回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神啊！⽣命有層出不窮的挑戰與未知，「死蔭幽⾕」和「敵⼈」更陸
續有來，有時我也不肯定這⼀切是不是出⾃你的引領、你的計劃︖
但，讓我學習⼤衛的信⼼，專注在你 — 拯救我的好牧⼈ — 身上，緊
緊跟隨你的腳蹤，在新⼀年接受甚至享受你帶我經歷的險地與福地，
無論過程如何，都與你⾛得更近！阿們。 

๏ 伸延閱讀 

‣ 詩篇27篇與本詩有不少相似的語句，請作平⾏閱讀 

‣ 《為何⽺總要⾛迷︖》⼀書以猶太⽂化角度分析詩篇23篇，值得⼀
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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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場上的⽺四腳朝天躺在地上，通常是因為滑倒、過重或懷孕。無法⾃⼰翻

⾝的⽺會⼀直躺著，直到成為食⾁動物的獵物；即使沒有猛獸，躺倒的⽺因無
法排出胃裡的草所發酵產⽣的氣體，也可能因此窒息⽽死。有⼈幫忙牠翻⾝的

話，⽺會暈⼀會兒然後「回魂」，正如詩篇23:3所說：「祂使我的靈魂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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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21 (六)   

從懼怕到敬畏（⼀）：我投靠誰︖ 

๏ 經⽂閱讀 

撒上21  ⼤衛流亡到迦特 

10那⽇⼤衛起來，躲避掃羅，逃到迦特王亞吉那裏。11亞吉的⾂僕
對亞吉說：「這不是以⾊列國王⼤衛嗎？那裏的婦女跳舞唱和，不
是指著他說『掃羅殺死千千，⼤衛殺死萬萬』嗎？」12⼤衛將這話放
在⼼裏，甚懼怕迦特王亞吉，13就在眾⼈⾯前改變了尋常的舉動，在
他們⼿下假裝瘋癲，在城⾨的⾨扇上胡寫亂畫，使唾沫流在鬍⼦
上。14亞吉對⾂僕說：「你們看，這⼈是瘋⼦。為甚麼帶他到我這裏
來呢？15我豈缺少瘋⼦，你們帶這⼈來在我⾯前瘋癲嗎？這⼈豈可進
我的家呢？」 

撒上22 
1⼤衛就離開那裏，逃到亞杜蘭洞。他的弟兄和他⽗親的全家聽⾒
了，就都下到他那裏。2凡受窘迫的、⽋債的、⼼裏苦惱的都聚集到
⼤衛那裏；⼤衛就作他們的頭⽬，跟隨他的約有四百⼈。 

๏ 快思 (經⽂) 

‣ ⼤衛當時躲避誰︖逃到迦特王亞吉那裏，⼤衛為什麼要懼怕︖ 

‣ 裝傻扮懵的⼤衛企圖瞞天過海，卻依然不能安居在迦特，為什麼
呢︖（請參考明天詩篇之中的⼤⼩標題） 

‣ 為什麼那麼多⼈聚集到⼤衛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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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想 (⼈⽣) 

‣ 我在懼怕什麼，或在逃避什麼︖我有否慣於拖延，或⽤忙碌來麻醉
⾃⼰，企圖避開困惱、減少痛苦︖但這⼀切是否真的能幫助我︖ 

‣ ⼤衛雖然⾃身難保，仍然願意服侍受困的⼈。我像⼤衛嗎︖還是慣
於把別⼈或責任「推得就推」︖ 

๏ 屬靈訊息 

‣⼤衛為了⾃保，先對祭司亞希⽶勒說謊 (撒上21:2, 8)，連累他⼀家慘

遭掃羅滅⾨ (撒上22章)，後又因懼怕迦特王亞吉⽽裝傻。但這⼀切

真的有⽤嗎︖有時恐懼會帶我們到不願去的地⽅！敬畏神，坦蕩蕩

⾯對⾃⼰、⾯對挑戰，往往是更好的選擇。 

๏ 我的回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因為懼怕，我有時會作錯決定：選擇逃避、⾃欺欺⼈，也會因怕麻煩
⽽對⼀些⼈或事視⽽不⾒。求神賜我勇敢及敬畏的⼼，不讓恐懼作我
⽣命的主，反要因信靠你⽽成為別⼈的避風港。阿們！ 

👇 下圖：從亞杜蘭城遺址俯瞰以拉⾕


👇 👇 下下圖：亞杜蘭位於以拉⾕南側耶路撒冷通往拉吉的路上，是戰略要地，

有很多洞⽳，⼤的可容幾⼗⼈居住。⼤衛離開迦特後逃到亞杜蘭洞 (撒上22:1)，
許多⼈來投奔他。⼤衛可能在亞杜蘭洞中寫下了詩篇34、57、14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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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21 (⽇)  

從懼怕到敬畏（⼆）：我投靠誰︖ 

๏ 經⽂閱讀 

詩篇34  ⼤衛在亞比⽶勒⾯前裝瘋*，被他趕出去，就作這詩 

1我要時時稱頌耶和華； 
讚美他的話必常在我⼝中。 
2我的⼼必因耶和華誇耀； 
謙卑⼈聽⾒就要喜樂。 
3你們和我當稱耶和華為⼤， 
⼀同⾼舉他的名。 

4我曾尋求耶和華，他就應允我， 
救我脫離了⼀切的恐懼。 
5凡仰望他的，便有光榮； 
他們的臉必不蒙羞。 
6我這困苦⼈呼求，耶和華便垂聽， 
救我脫離⼀切患難。 
7耶和華的使者在敬畏他的⼈四圍安營， 
搭救他們。 
8你們要嘗嘗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 
投靠他的⼈有福了！ 
9耶和華的聖⺠哪，你們當敬畏他， 
因敬畏他的⼀無所缺。 
10少壯獅⼦還缺食忍餓， 
但尋求耶和華的甚麼好處都不缺。 

11眾弟⼦啊，你們當來聽我的話！ 
我要將敬畏耶和華的道教訓你們。 
12有何⼈喜好存活， 
愛慕長壽，得享美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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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就要禁⽌⾆頭不出惡⾔， 
嘴唇不說詭詐的話。 
14要離惡⾏善， 
尋求和睦，⼀⼼追趕。 

15耶和華的眼⽬看顧義⼈； 
他的耳朵聽他們的呼求。 
16耶和華向⾏惡的⼈變臉， 
要從世上除滅他們的名號。 
17義⼈呼求，耶和華聽⾒了， 
便救他們脫離⼀切患難。 
18耶和華靠近傷⼼的⼈， 
拯救靈性痛悔的⼈。 

19義⼈多有苦難， 
但耶和華救他脫離這⼀切， 
20⼜保全他⼀⾝的⾻頭， 
連⼀根也不折斷。 
21惡必害死惡⼈； 
恨惡義⼈的，必被定罪。 
22耶和華救贖他僕⼈的靈魂； 
凡投靠他的，必不致定罪。 

*「⼤衛在亞比⽶勒⾯前裝瘋」：指的是⼤衛在迦特王亞吉⾯前裝瘋
的事情（撒上21章）。「亞比⽶勒」應該是亞吉王的別名，或是⼀個
王朝的名字 

๏ 快思 (經⽂) 

‣ ⼤衛在迦特王亞吉那裏充滿恐懼︔但此詩毫無恐懼感 (第4節)，為什
麼︖ 

‣ 今天是⼤年初三，俗稱「⾚⼜」。哪節經⽂今天我要特別注意︖ 

‣ 投靠神、敬畏神的⼈，詩篇中怎樣形容他們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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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想 (⼈⽣) 

‣ ⼤衛投靠迦特王亞吉卻不得要領，甚至被趕⾛。我試過投靠什麼卻
以失敗收場︖ 

‣ 我是神眼中投靠他、挨近他、敬畏他的⼈嗎︖我怎麼知道︖ 

‣ 別⼈喜歡投靠我嗎︖為什麼︖ 

๏ 屬靈訊息 

‣被迦特王亞吉趕⾛後，⼤衛痛定思痛，不再因恐懼去欺騙、逃避，

反以敬畏的⼼去投靠神。雖然情況依然充滿挑戰，但「傷⼼ ... 靈性

痛悔的⼈」神不單不會輕看，更會拯救到底！投靠神的⼈，也會成

為別⼈想投靠的對象，因為「投靠耶和華，強似倚賴⼈︔投靠耶和

華，強似倚賴王⼦。」(詩篇118:8-9)。 

๏ 我的回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的主啊，你是我唯⼀的倚靠。我決定要⾏你所喜悅的事，說你所喜
悅的話。我要作敬畏你的⼈，⽽不是作看風使舵、「輸打贏要」的
⼈。今天叫我⼜出⿎勵⽢美的⾔語，表明敬畏你的⼼。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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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迦特遺址（Tel Zafit）：迦特是非利⼠⼈的五個城邦之⼀，

位於非利⼠地的⻄北部，是巨⼈歌利亞的家鄉。

⼤衛被掃羅追捕時，曾逃到迦特，投奔迦特王亞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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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21 (⼀)   

⼀顆清潔的⼼（⼀）：⼀切可以重來︖ 

๏ 經⽂閱讀 

撒下11  ⼤衛犯罪後被直斥其非 

2⼀⽇，太陽平⻄，⼤衛從床上起來，在王宮的平頂上遊⾏，看⾒
⼀個婦⼈沐浴，容貌甚美，3⼤衛就差⼈打聽那婦⼈是誰。有⼈說：
「她是以連的女兒，赫⼈烏利亞的妻拔示巴。」4⼤衛差⼈去，將婦
⼈接來 ... 26烏利亞的妻聽⾒丈夫烏利亞死了，就為他哀哭。27哀哭
的⽇⼦過了，⼤衛差⼈將她接到宮裏，她就作了⼤衛的妻，給⼤衛
⽣了⼀個兒⼦。但⼤衛所⾏的這事，耶和華甚不喜悅。 

撒下12 
7拿單對⼤衛說：「你就是那⼈！耶和華－以⾊列的神如此說：
『我膏你作以⾊列的王，救你脫離掃羅的⼿。8我將你主⼈的家業賜
給你，將你主⼈的妻交在你懷裏，⼜將以⾊列和猶⼤家賜給你；你
若還以為不⾜，我早就加倍地賜給你。9你為甚麼藐視耶和華的命
令，⾏他眼中看為惡的事呢？你借亞捫⼈的⼑殺害赫⼈烏利亞，⼜
娶了他的妻為妻。10你既藐視我，娶了赫⼈烏利亞的妻為妻，所以⼑
劍必永不離開你的家。』11耶和華如此說：『我必從你家中興起禍患
攻擊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嬪賜給別⼈，他在⽇光之下就與她
們同寢。12你在暗中⾏這事，我卻要在以⾊列眾⼈⾯前，⽇光之下，
報應你。』」13⼤衛對拿單說：「我得罪耶和華了！」拿單說：「耶
和華已經除掉你的罪，你必不⾄於死。14只是你⾏這事，叫耶和華的
仇敵⼤得褻瀆的機會，故此，你所得的孩⼦必定要死。」 

๏ 快思 (經⽂) 

‣ 整個犯罪過程中，⼤衛經歷了什麼私慾的誘惑，具體上又犯了多少
種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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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衛在起初就坦⽩誘惑或認罪，情況會有什麼不同︖（⼤衛與
拔⽰巴的故事，詳⾒撒下11-12章） 

‣ 為什麼神等待了⾜⾜⼀年，才藉著先知拿單去斥責⼤衛︖ 

‣ ⼤衛可以不理會拿單，也可把他趕⾛甚至殺死。為什麼他不這樣
做︖ 

๏ 慢想 (⼈⽣) 

‣ 罪和死是⼀步步懷胎成形的 (雅各書1:15)，有沒有印證這個真理的例
⼦︖有沒有我⽣命中的例⼦︖ 

‣ 我上次承認誘惑或罪是什麼時候︖回想起來，當時難堪的感覺多
些，還是被洗淨⽽得釋放的感覺多些︖ 

๏ 屬靈訊息 

‣耶穌說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暗。你裏頭的光若⿊暗

了，那⿊暗是何等⼤呢！」(太6:23)  連合神⼼意的⼤衛都經歷屬靈

⿊暗的⽇⼦，只因他閒賦在家，也與神及屬靈的⼈疏遠。難道我們

比⼤衛強嗎︖保持⼀顆清潔的⼼，就像要遠離病毒⼀樣，需要時刻

警醒，更需⼤家互相守望。我與神的關係是否親密︖誰是我⽣命中

的拿單︖我又是誰的拿單︖ 

๏ 我的回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神啊，我決定要在私慾和罪尚未長成之前就要去坦⽩它、殺死它。讓
你的光照亮我的路，免得我眼睛昏花⿊暗，也求你的天使 — 我的朋
友、弟兄姊妹、屬靈領袖 — 可以作我的拿單，叫我不斷⾛近你。願
我像⼤衛般呼求你：「誰能知道⾃⼰的錯失呢︖願你赦免我隱⽽未現
的過錯。求你攔阻僕⼈不犯任意妄為的罪」(詩篇19:12-13)！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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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像圖：⼤衛從床上起來，在王宮的平頂上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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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21 (⼆)   

⼀顆清潔的⼼（⼆）：⼀切可以重來︖ 

๏ 經⽂閱讀 

詩篇51   
⼤衛與拔示巴同室以後，先知拿單來⾒他；他作這詩，交與伶長 

1神啊，求你按你的慈愛憐恤我！ 
按你豐盛的慈悲塗抹我的過犯！ 
2求你將我的罪孽洗除淨盡， 
並潔除我的罪！ 

3因為，我知道我的過犯； 
我的罪常在我⾯前。 
4我向你犯罪，惟獨得罪了你； 
在你眼前⾏了這惡， 
以致你責備我的時候顯為公義， 
判斷我的時候顯為清正。 
5我是在罪孽裏⽣的， 
在我⺟親懷胎的時候就有了罪。 

6你所喜愛的是內裏誠實； 
你在我隱密處，必使我得智慧。 
7求你⽤⽜膝草潔淨我，我就乾淨； 
求你洗滌我，我就比雪更⽩。 
8求你使我得聽歡喜快樂的聲⾳， 
使你所壓傷的⾻頭可以踴躍。 
9求你掩⾯不看我的罪， 
塗抹我⼀切的罪孽。 

10神啊，求你為我造清潔的⼼， 
使我裏⾯重新有正直的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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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不要丟棄我，使我離開你的⾯； 
不要從我收回你的聖靈。 
12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樂， 
賜我樂意的靈扶持我， 

13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過犯的⼈， 
罪⼈必歸順你。 
14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 
求你救我脫離流⼈⾎的罪！ 
我的⾆頭就⾼聲歌唱你的公義。 

15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張開， 
我的⼝便傳揚讚美你的話！ 
16你本不喜愛祭物，若喜愛，我就獻上； 
燔祭，你也不喜悅。 
17神所要的祭就是憂傷的靈； 
神啊，憂傷痛悔的⼼，你必不輕看。 

18求你隨你的美意善待錫安， 
建造耶路撒冷的城牆。 
19那時，你必喜愛公義的祭 
和燔祭並全牲的燔祭； 
那時，⼈必將公⽜獻在你壇上。 

๏ 快思 (經⽂) 

‣ ⼤衛的這篇懺悔詩中，哪些是「罪」的同義詞或近義詞︖我會直呼
⾃⼰的罪是罪嗎︖還是會稍作粉飾，以圖掩飾⾃⼰的罪︖ 

‣ ⼤衛祈求神怎樣對待他這個罪⼈︖試列出所有動詞。 

‣ 第10節是本詩的鑰節 (key verse)。何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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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想 (⼈⽣) 

‣ 神看重我們有好⾏為，還是有「憂傷痛悔」的⼼︖為什麼︖ 

‣ 我的內⼼最近是否柔軟︖我怎麼知道︖ 

‣ ⼤衛說他向神犯罪，「唯獨得罪了你」。我有這態度嗎︖還是覺得
只是損害了⾃⼰或別⼈，甚至「沒有受害者」，無傷⼤雅︖ 

๏ 屬靈訊息 

‣請反覆誦讀此詩篇，並重溫⾃⼰也曾勇敢⾯對罪，曾經歷內⼼破

碎、決⼼悔改、被赦免得釋放等⼼路歷程。神願意每個⼈都重新有

清潔的⼼、正直的靈，只要我們願意像⼤衛⼀樣：聆聽先知的責

備，願意被神管教，謙卑求告主。這顆憂傷痛悔的⼼，祂必不輕

看！ 

๏ 我的回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賜憐憫的主啊，我願意學習⼤衛的勇敢與誠實，求你賜我⼀顆清潔的
⼼和正直的靈。我決定拒絕舒服但表⾯的關係，要找屬靈的拍檔去互
相守望，打開彼此的⼼、⾯對⼤家的罪⽽重新出發。阿們！ 

๏伸延閱讀 

‣ ⼤衛被先知責備前閉⼜不認罪，詩篇32篇是他當時內⼼煎熬和痛苦
的記錄。請將該詩篇與此詩篇作平⾏閱讀 

16/2/21 (⼆) 33 《⽬錄》



👇 耶路撒冷⻄牆⽯縫裡⽣長的刺⼭柑（Capers）可能就是⽜膝草
（Hyssop）。⽜膝草⽣長於⽯縫和牆上（王上4:33），是普通平凡的植物，枝
條和厚葉多⽑。 出埃及前，以⾊列⼈⽤⽜膝草把逾越節祭牲的⾎塗在⾨楣和⾨
柱上（出12:22）。⻄奈⼭立約時，摩⻄⽤⽜膝草蘸⾎和⽔灑在約書和百姓⾝上
（來9:19）。⽜膝草也⽤來製作除污穢的⽔，⽤來潔淨⼈和器⽫（⺠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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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21 (三)   

乾旱疲乏無⽔之地（⼀）：我渴想什麼︖ 

๏ 經⽂閱讀 

撒下16  ⼤衛被示每咒罵 

5⼤衛王到了巴⼾琳，⾒有⼀個⼈出來，是掃羅族基拉的兒⼦，名
叫示每。他⼀⾯走⼀⾯咒罵，6⼜拿⽯頭砍⼤衛王和王的⾂僕；眾⺠
和勇⼠都在王的左右。7示每咒罵說：「你這流⼈⾎的壞⼈哪，去吧
去吧！8你流掃羅全家的⾎，接續他作王；耶和華把這罪歸在你⾝
上，將這國交給你兒⼦押沙⿓。現在你⾃取其禍，因為你是流⼈⾎
的⼈。」 

9洗魯雅的兒⼦亞比篩對王說：「這死狗豈可咒罵我主我王呢？求
你容我過去，割下他的頭來。」10王說：「洗魯雅的兒⼦，我與你們
有何關涉呢？他咒罵是因耶和華吩咐他說：『你要咒罵⼤衛。』如
此，誰敢說你為甚麼這樣⾏呢？」11⼤衛⼜對亞比篩和眾⾂僕說：
「我親⽣的兒⼦尚且尋索我的性命，何況這便雅憫⼈呢？由他咒罵
吧！因為這是耶和華吩咐他的。12或者耶和華⾒我遭難，為我今⽇被
這⼈咒罵，就施恩與我。」13於是⼤衛和跟隨他的⼈往前⾏走。示每
在⼤衛對⾯⼭坡，⼀⾯⾏走⼀⾯咒罵，⼜拿⽯頭砍他，拿⼟揚他。14

王和跟隨他的眾⼈疲疲乏乏地到了⼀個地⽅，就在那裏歇息歇息。 

๏ 快思 (經⽂) 

‣ ⽰每是誰︖他的背景跟他咒罵⼤衛有什麼關係︖ 

‣ 為什麼⼤衛斥責想殺⽰每的亞比篩︖ 

‣ ⼤衛如何解讀⽰每的咒罵︖這顯明了⼤衛有什麼特質︖神容許這⼀
幕發⽣，又顯明了神有什麼特質︖ 

‣ 如果我被⼈追趕，又困乏，又沒⽔喝，⼼情會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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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想 (⼈⽣) 

‣ 有⼈對我落井下⽯，我會有什麼感受︖我會怎樣反應︖怎樣解讀這
⼀切︖ 

‣ 我經歷過神的管教嗎︖從中我學到什麼︖ 

๏ 屬靈訊息 

‣⽣命中發⽣的許多事情都難以解釋。⼤衛的⽣命發⽣⼤逆轉：為什

麼兒⼦會追殺⾃⼰︖為什麼⽰每要窮追不捨地辱罵︖為什麼逃難的

路那麼難⾛，那麼疲累，資源那麼缺乏︖困境之中，容易怨神恨

⼈，讓煩厭的東西或⼈從眼前消失（⼿起⼑落，殺死⽰每）。⼤衛

卻有不同的選擇。神似乎不知到哪裡去了，⽣命的難處卻歷歷在

⽬︔然⽽，神在⼤衛⼼中仍然充滿份量。我們又會怎樣選擇︖在艱

難⾒不到神的⽇⼦，在你的⽣命中仍能⾒到祂嗎︖ 

๏ 我的回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慈悲偉⼤的⽗神，我知道我們不能猜透你。你的存在、⼼思和計劃都
出乎我們意料之外，就像以賽亞所說：「拯救者以⾊列的神啊！你實
在是隱藏⾃⼰的神。」(賽45:15)，尤其在我們經歷困難的時候。但我
決定要在逆境中不離棄你，在無指望的時候仍有指望，在威逼之中依
然持守信⼼，並接受你的管教。求你也因為我的信實，施予憐恤和救
助。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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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像圖：示每咒詛⼤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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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21 (四)   

乾旱疲乏無⽔之地（⼆）：我渴想什麼︖ 

๏ 經⽂閱讀 

詩篇63  ⼤衛在猶⼤曠野的時候，作了這詩 

1神啊，你是我的神， 
我要切切地尋求你， 
在乾旱疲乏無⽔之地，我渴想你； 
我的⼼切慕你。 
2我在聖所中曾如此瞻仰你， 
為要⾒你的能⼒和你的榮耀。 
3因你的慈愛比⽣命更好， 
我的嘴唇要頌讚你。 
4我還活的時候要這樣稱頌你； 
我要奉你的名舉⼿。 

5-6我在床上記念你， 
在夜更的時候思想你； 
我的⼼就像飽⾜了⾻髓肥油， 
我也要以歡樂的嘴唇讚美你。 
7因為你曾幫助我， 
我就在你翅膀的蔭下歡呼。 
8我⼼緊緊地跟隨你； 
你的右⼿扶持我。 

9但那些尋索要滅我命的⼈ 
必往地底下去； 
10他們必被⼑劍所殺， 
被野狗所吃。 
11但是王必因神歡喜。 
凡指著他發誓的必要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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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說謊之⼈的⼝必被塞住。 

๏ 快思 (經⽂) 

‣ 詩中有不少「我」字（出現多少次︖），但更多的是「你」或
「神」（共出現多少次︖）。這意味著什麼︖ 

‣ ⼤衛逃避兒⼦押沙龍的追殺，路上又被⽰每纏著咒罵。⼀⾏⼈ (⽰每
也在內)「疲疲乏乏地到了⼀個地⽅ ... 歇息歇息」(昨天經⽂)，可能
又是「乾旱疲乏無⽔之地」！但⼤衛追想的卻不是⽔和食物，也不
是皇宮的舒適，⽽是什麼（第2-8節）︖ 

๏ 慢想 (⼈⽣) 

‣ 我的禱告中誰是主角︖「我」(⾃⼰)，「你」(神)，還是其他⼈︖決
定誰是主角，會怎樣影響我們的禱告︖ 

‣ 努⼒活好⾃⼰⽣命或事奉教會，跟渴慕神有什麼不同︖有抵觸嗎︖ 

‣ 我可以怎樣學習⼤衛渴慕神的⼼︖我可以怎樣經歷神更多︖ 

๏ 屬靈訊息 

‣⼼底的渴慕，界定了⼈⽣的價值與⽅向： 

✦ ⼤衛說「你是我的主，我的好處不在你以外」(詩篇16:2) 

✦兩位詩⼈說「寧可在我神殿中看⾨，不願住在惡⼈的帳棚裏」(詩

篇84:10)、「神啊，我的⼼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我的⼼渴想

神，就是永⽣神︔我幾時得朝⾒神呢︖」(詩篇42:1-2) 

✦摩西與耶穌說「⼈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裏所出的⼀

切話。」(申8:4，太4:4) 

✦保羅也說「因我活著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處」(腓1:21)、「我

為他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為要得著基督」(腓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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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底最渴慕的是什麼︖熟悉我的⼈會說我最想追求的是什麼︖渴

慕神代表怎樣的⽣命︖如渴慕神的⼼減退了，是發⽣什麼事了嗎︖

我喜歡這樣嗎︖就讓⼤衛的詩篇喚醒我們的⼼靈。 

๏ 我的回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神啊，你是我的上帝！我要切切尋求你、認識你。對不起，我常讓其
他事情或其他⼈替代了你，有時連你都給擠出去了。讓我以你為中
⼼，以你為我最渴慕的對象。讓我與你同⾏，成為你的⼯具，去做好
不同的事情，滿⾜不同⼈的需要。阿們。 

๏ 伸延思考/閱讀/欣賞 

‣ ⼤衛放過⽰每，也放過掃羅兩次，更意欲放過押沙龍︔但詩篇中他
對「仇敵」們卻⼀點不客氣，甚至可以說是深惡痛絕。現實與詩篇
相比較，為什麼⼤衛的⾯貌分別那麼⼤︖ 

‣ 關於起初的愛，請讀《啓⽰錄2:3-4》。耶穌給以弗所教會的挑戰是
什麼︖要悔改，⾏動上我們可以從哪裡開始︖ 

‣ 《我⼼只有你》(As the Deer) ⼀個優美的鋼琴版本。可邊欣賞邊再
細讀詩篇63：https://youtu.be/CSV3YldBD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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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猶⼤曠野位於猶⼤⼭地和約旦河⾕之間，從800多⽶⾼的橄欖⼭⼀直向東下
降到海拔以下400多⽶的死海，是綿延的⼭坡，草⽊稀疏，⼈跡罕⾄。


⼤衛描述猶⼤曠野為「乾旱疲乏無⽔之地」（詩63:1），曾在那裏躲避掃羅和
押沙⿓的追殺（撒上23:14, 24；24:1；撒下15:23）。


耶穌可能也在猶⼤曠野受魔⿁引誘（太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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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21 (五)   

我要稱頌耶和華（⼀）：有什麼不是神的︖ 

๏ 經⽂閱讀 

代上29  ⼤衛為建殿獻上禮物和頌讚 

2「我為我神的殿已經盡⼒ ... 3且因我⼼中愛慕我神的殿，就在預
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外，⼜將我⾃⼰積蓄的⾦銀獻上，建造我神的
殿 ... 5 今⽇有誰樂意將⾃⼰獻給耶和華呢？」」 

6於是，眾族長和以⾊列各⽀派的⾸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
王⼯的官長，都樂意獻上。7他們為神殿的使⽤獻上⾦⼦五千他連得
零⼀萬達利克，銀⼦⼀萬他連得，銅⼀萬⼋千他連得，鐵⼗萬他連
得。8凡有寶⽯的都交給⾰順⼈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9因這些
⼈誠⼼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衛王也⼤⼤歡喜。 

10所以，⼤衛在會眾⾯前稱頌耶和華說：「耶和華－我們的⽗，以
⾊列的神是應當稱頌，直到永永遠遠的！11耶和華啊，尊⼤、能⼒、
榮耀、強勝、威嚴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國度也是你
的，並且你為⾄⾼，為萬有之⾸。12豐富尊榮都從你⽽來，你也治理
萬物。在你⼿裏有⼤能⼤⼒，使⼈尊⼤強盛都出於你。13我們的神
啊，現在我們稱謝你，讚美你榮耀之名！ 

14「我算甚麼，我的⺠算甚麼，竟能如此樂意奉獻？因為萬物都從
你⽽來，我們把從你⽽得的獻給你。15我們在你⾯前是客旅，是寄居
的，與我們列祖⼀樣。我們在世的⽇⼦如影兒，不能長存。16耶和
華－我們的神啊，我們預備這許多材料，要為你的聖名建造殿宇，
都是從你⽽來，都是屬你的。17我的神啊，我知道你察驗⼈⼼，喜悅
正直；我以正直的⼼樂意獻上這⼀切物。現在我喜歡⾒你的⺠在這
裏都樂意奉獻與你。18耶和華－我們列祖亞伯拉罕、以撒、以⾊列的
神啊，求你使你的⺠常存這樣的⼼思意念，堅定他們的⼼歸向你，19

⼜求你賜我兒⼦所羅⾨誠實的⼼，遵守你的命令、法度、律例，成
就這⼀切的事，⽤我所預備的建造殿宇。」 

20⼤衛對全會眾說：「你們應當稱頌耶和華－你們的神。」於是會
眾稱頌耶和華－他們列祖的神，低頭拜耶和華與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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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耶⻄的兒⼦⼤衛作以⾊列眾⼈的王，27作王共四⼗年：在希伯崙
作王七年，在耶路撒冷作王三⼗三年。28他年紀老邁，⽇⼦滿⾜，享
受豐富、尊榮，就死了。他兒⼦所羅⾨接續他作王。 

๏ 快思 (經⽂) 

‣ ⼤衛想為神預備什麼︖他投入嗎︖什麼字眼可形容他的熱情︖ 

‣ ⼤衛說什麼東西是神的︖請⼀⼀列舉出來。 

‣ ⼤衛明⽩神要的不只是華麗的殿。他指出神喜悅什麼︖ 

‣ ⼤衛對神的頌讚中，哪⼀句最感動你︖⼤衛也為誰禱告︖ 

๏ 慢想 (⼈⽣) 

‣ 接近⽣命盡頭的⼤衛，想鞠躬盡瘁為神建殿。我想在⽣命完結前為
神建⽴什麼︖ 

‣ ⼤衛渴望他與⼦民以「正直的⼼」、「堅定的⼼」、「誠實的⼼」
事奉神。三者之中，哪⼀樣是我最需要成長的︖為什麼︖ 

๏ 屬靈訊息 

‣「⼤衛按神的旨意服事了他那⼀世的⼈」（徒13:36另譯），成全了

神的計劃。我們也當思想：我是按照⾃⼰的⼼意度過⼀⽣，為⾃⼰

的國度和寶座忙碌︖還是按著神的旨意打完了「美好的仗」，跑盡

了「當跑的路」（提後4:7）⽽「預備迎⾒你的神」（摩4:12）呢︖ 

我的回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的主啊，世上有什麼不是從你⽽來的呢︖我想仿效⼤衛，可以鞠躬
盡瘁為你⽽活，為你建殿。然⽽我信⼼不⾜、軟弱太多，也有千萬個
理由和藉⼜。求主加增信⼼！「今⽇有誰樂意將⾃⼰獻給耶和華呢」
— 主啊，雖然我有掙扎，但我在這裡，樂意將⾃⼰獻上。請悅納我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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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要獻給你的⼀切，包括我的時間、才能、⾦錢、服侍，更重要的，
是我整個⼈及整個⼼。阿們！ 

👇 達利克（Daric）是波斯帝國發⾏的⾦幣。

主前546年，古列王發⾏了達利克，重約8.4克，正⾯是古列王半跪射箭的形
象。達利克的含⾦量⼀直維持在95.8%左右，所以在兩百年裡⼀直是商貿上最
流通的貨幣。下圖就是代上29:7提到的「⾦⼦五千他連得零⼀萬『達利克』」





19/2/21 (五) 44 《⽬錄》



 20/2/21 (六)   

我要稱頌耶和華（⼆）：有什麼不是神的︖ 

๏ 經⽂閱讀 

詩篇103  ⼤衛的詩 

1我的⼼哪，你要稱頌耶和華！ 
凡在我裏⾯的，也要稱頌他的聖名！ 
2我的⼼哪，你要稱頌耶和華！ 
不可忘記他的⼀切恩惠！ 
3他赦免你的⼀切罪孽， 
醫治你的⼀切疾病。 
4他救贖你的命脫離死亡， 
以仁愛和慈悲為你的冠冕。 
5他⽤美物使你所願的得以知⾜， 
以致你如鷹返老還童。 

6耶和華施⾏公義， 
為⼀切受屈的⼈伸冤。 
7他使摩⻄知道他的法則， 
叫以⾊列⼈曉得他的作為。 
8耶和華有憐憫，有恩典， 
不輕易發怒，且有豐盛的慈愛。 
9他不長久責備， 
也不永遠懷怒。 
10他沒有按我們的罪過待我們， 
也沒有照我們的罪孽報應我們。 
11天離地何等的⾼， 
他的慈愛向敬畏他的⼈也是何等的⼤！ 
12東離⻄有多遠， 
他叫我們的過犯離我們也有多遠！ 
13⽗親怎樣憐恤他的兒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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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也怎樣憐恤敬畏他的⼈！ 
14因為他知道我們的本體， 
思念我們不過是塵⼟。 

15⾄於世⼈，他的年⽇如草⼀樣。 
他發旺如野地的花， 
16經風⼀吹，便歸無有； 
它的原處也不再認識它。 
17但耶和華的慈愛歸於敬畏他的⼈， 
從亙古到永遠； 
他的公義也歸於⼦⼦孫孫－ 
18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約、 
記念他的訓詞⽽遵⾏的⼈。 

19耶和華在天上立定寶座； 
他的權柄統管萬有。 
20聽從他命令、成全他旨意、 
有⼤能的天使，都要稱頌耶和華！ 
21你們作他的諸軍，作他的僕役， 
⾏他所喜悅的，都要稱頌耶和華！ 
22你們⼀切被他造的， 
在他所治理的各處， 
都要稱頌耶和華！ 

我的⼼哪，你要稱頌耶和華！ 

๏ 快思 (經⽂) 

‣ 神給了我們什麼恩惠 (第3至5節)︖我可以⼀⼀數算出來嗎︖ 

‣ 我可在第6至13節中找出多少個神的特質︖ 

‣ 比較⼀下第14至16節 (⼈的短暫) 與第17至19節 (神的永恆)。這對我
有何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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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想 (⼈⽣) 

‣ 為什麼我們會忘記神的恩惠︖反之，如果「我的⼼」緊記恩惠，⼜
也常出讚美，對⾃⼰和身邊⼈會有什麼益處︖我怎可以做到呢︖ 

‣ 在我的禱告⽣命中，可以怎樣把「稱頌神」的部分增多︖ 

‣ 我有信⼼神已經「赦免並忘記」(forgive & forget) 我的所有過犯嗎︖
為什麼︖ 

๏ 屬靈訊息 

‣⼤衛⾛過蒙神喜悅的⼀⽣，卻也曾⼤⼤犯罪。我們又何曾不是這

樣︖重要的是，⼤衛沒有在順境時驕傲⾃滿，也沒有在跌倒時⾃暴

⾃棄，因為他深信神會讓過犯遠離我們 (第12節)。不是說我們從此

不會再犯罪，⽽是說罪再也不能指控蒙赦免的罪⼈ (羅8:33)，因為神

必「將我們的罪孽踏在腳下，又將我們的⼀切罪投於深海」(彌7:19)。

我們仍要⼩⼼罪︔更要緊記著⾃⼰不只是個罪⼈，更是個新⼈ (弗

2:15，4:24)！這⼀切，只因祂的恩惠。 

๏ 我的回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的⼼哪，你要稱頌耶和華！叫我不要忘記你的恩惠，也抓緊任何時
間去分享和傳揚這恩惠。阿們。 

๏ 伸延閱讀 

‣ 詩篇145篇與本詩有異曲同⼯之妙，可能是同期作品，請作平⾏閱
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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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雕（Lesser spotted eagle）是以⾊列常⾒的⼀種鷹。

以⾊列位於歐亞與非洲⼤陸間⿃類遷徙的幹道上，每年有三⼗多種鷹經過。

以⾊列⼈對鷹非常熟悉，聖經中也常出現鷹的比喻，像「如鷹返老還童」(詩
103:5) 或「那等候耶和華的必重新得⼒，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賽40:31)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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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神同⾏14天 

這⼀連14天與⼤衛共度的靈修之旅中，我們思考過、感動過，也
哭過、笑過、決定過。誠⼼禱告我們的屬靈⽣命會被激發，更熱⼼認
識神的話語及與祂同⾏過的⼈的⾜跡，以至內⼼被喚醒，可以⼒上加
⼒地上路。查考聖經和學習禱告是件不簡單但最有趣、最⿎勵的事︔
⾛進內⼼也是艱鉅的，但會令您滿載⽽歸！就讓今年成為您我屬靈突
破的⼀年。願神⼀直與您同在，像祂與⼤衛同在⼀樣。 

❖ 關於詩篇等的研經材料： 

✓ ⼤衛的詩，各寫於何時︖ 
http://www.biblepoint.net/ref/david_psalms_a.htm 

✓ 詩篇研經資料 
https://a2z.fhl.net/php/pcom.php?book=3&engs=Ps 

✓ 聖經綜合解讀 
https://cmcbibleread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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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詩篇知多少︖ 

詩篇是⼀部禱告和讚美詩集，作者藉此抒發⼼靈深處對神的感
受︔⽽部分詩篇也供集體崇拜之⽤。 

詩篇共150篇，是舊約中最長的書卷 
詩篇中最長的 (詩篇119) 有176節，最短的 (詩篇117) 只有2節 
詩篇可粗略分為「讚歌」與「哀歌」兩類 
「詩 מִזְמֹור」(詩篇3:1) 與「詩歌 ׁשִיר」(詩篇28:7) 兩者的不同：
「詩」可以是為某場合⽽寫的，有樂器伴奏︔⽽「詩歌」像流⾏
歌曲，不⼀定有伴奏。當「詩」朗朗上⼜時，就成了「詩歌」 

❖ 150篇詩篇中，其中： 
共73篇註明是⼤衛所寫 (加註寫作背景的有14篇) 
共27篇註明是亞薩、可拉的後裔、所羅⾨、摩西、以探所寫 
共50篇作者不詳 (詩篇2及95篇被指是⼤衛所寫【⾒徒4:25及來4:7】) 

❖ 詩篇中部分術語： 
細拉：稍歇、暫停 
流離歌：危險、困苦、急難中的⼤聲呼喊 
伶長：詩班中的領詩者，如亞薩、希幔等 
迦特樂器：非利⼠⼈的⼀種樂器，可能是⼤衛逃亡迦特時⽤過的 
上⾏之詩：以⾊列⼈赴節期，在上耶路撒冷途中所唱的歌 

50 《⽬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