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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處不在祢以外」 

 ／鍾興政牧師 

 

經文：詩篇第十六篇 

    神啊，求你保佑我，因為我投靠你。我的心哪，你曾對耶和華說：你是我

的主；我的好處不在你以外。論到世上的聖民，他們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悅

的。以別神代替耶和華的，他們的愁苦必加增；他們所澆奠的血我不獻上；我

嘴唇也不提別神的名號。耶和華是我的產業，是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為

我持守。用繩量給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處；我的產業實在美好。我必稱頌

那指教我的耶和華；我的心腸在夜間也警戒我。我將耶和華常擺在我面前，因

他在我右邊，我便不致搖動。因此，我的心歡喜，我的靈快樂；我的肉身也要

安然居住。因為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在陰間，也不叫你的聖者見朽壞。你必將

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樂；在你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 

 

    信息經文詩篇十六篇是一個信靠詩，信靠是一個有條件的動詞，為什麼

呢？當一個人沒有遇見困苦，他就不能夠真正明白什麼叫做信靠。 

    不久之前，有位弟兄跟我分享他在去年靠近暑假時的一個情況。他告訴我

說，他和太太、孩子在外面租房子，房東突然請他一個月之後搬家，因為他要

把房子收回來。他覺得壓力很大，他的孩子已經要升小學六年級，不好轉學，

所以他希望能夠在同個地區繼續居住，可是在同個地區，要在一個月內找到房

子並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幾乎在同一時間，大概前後差了幾天，公司的一個技術主管就找他，告訴

他說公司在大陸地區，在年底左右要蓋一個新的廠房，有一個新的專案要請他

去擔任專案管理，靠近年底時，他以後便每個月要待在大陸三星期的時間；順

帶告訴他一個很好的消息，就是每個月他可以回來一個星期，算是不錯的福

利。 

    他來找我說：怎麼辦？他是一個基督徒，遇到這樣一個困難，他的太太和

孩子都想要信靠他，但是他沒辦法立刻找到房子，也好像沒有辦法去扭轉公司

的決定。他已經靠近五十歲了，要再去找一個工作也蠻困難的。他問我說怎麼

辦。 

    當一個很認真生活、對信仰也非常認真的人，他的品性非常的正直，也很

敬畏上帝，他遇到困難的時候該如何跟上帝禱告？聖經有沒有告訴我們，遇到

這樣的情況時怎麼來禱告？感謝神，答案是「有」。今天的信息經文詩篇十六篇

就是這樣的一篇詩篇，可以讓我們學習在困難當中，該如何來信靠上帝的一個

禱告。 

 

何謂金詩 

    聖經詩篇第十六篇底下有一些比較小的字體，寫的是「大衛的金詩」。這裡



有個問題，大衛我們認識，但什麼叫做大衛的金詩？金詩是什麼呢？根據統

計，詩篇一共有一百五十篇，其中金詩一共有六篇，這六篇的金詩就是詩篇十

六篇，然後另外五篇在詩篇五十六篇到六十篇。 

    五十六篇第 1節有一段註解，它說「非利士人在迦特拿住大衛。那時，他

作這金詩，交與伶長。調用遠方無聲鴿。」然後第 1節說「神啊，求你憐憫

我，因為人要把我吞了，終日攻擊欺壓我。」五十七篇第 1節一樣有一段解說

的背景，它說到「大衛逃避掃羅，藏在洞裡。那時，他作這金詩，交與伶長。

調用休要毀壞。」然後說「神啊，求你憐憫我，憐憫我！因為我的心投靠你。

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蔭下，等到災害過去。」 

    五十九篇第 1節一樣有一段註解。（掃羅打發人窺探大衛的房屋，要殺他。

那時，大衛作這金詩，交與伶長。調用休要毀壞。）我的神啊，求你救我脫離

仇敵，把我安置在高處，得脫那些起來攻擊我的人。然後到了六十篇第 1節，

一樣有一段非常長的註解，「大衛與兩河間的亞蘭並瑣巴的亞蘭爭戰的時候，約

押轉回，在鹽谷攻擊以東，殺了一萬二千人。那時，大衛作這金詩叫人學習，

交與伶長。用絲弦的樂器。接著說「神啊，你丟棄了我們，使我們破敗；你向

我們發怒，求你使我們復興！」 

    當我們把詩篇五十六篇到六十篇所謂金詩的註解讀完了以後，有什麼樣的

感受呢？金詩是一個人在他的生活當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難或仇敵、或遇到了

一個很大的障礙無法突破的時候寫下來的。詩篇十六篇也是這樣的金詩。 

    所謂的金詩，這個「金」就是一個純金的意思，指著很刻苦銘心，非常的

寶貴，像金一般的可以代表永遠，而它經過了熬煉、濾過了雜質，使這個禱告

像金一樣可以保存，讓後面的人可以藉著這個詩來學習向上帝禱告。這是詩篇

十六篇作為金詩的一個意義，而大家要了解詩篇十六篇，其實也需要了解詩篇

十五篇及十七篇，它們是有相關的。 

 

詩篇的作者 

    詩篇事實上有二種作者，第一種作者就是像大衛這樣，是寫下詩篇的作

者；詩篇有另外一種作者，其實我們並不知道他到底是誰，他是把詩篇編纂起

來的人。所以在詩篇當中有第一篇、第二篇、第三篇這樣的順序；也有卷一、

卷二、卷三、卷四、卷五的編排。這個作者很可能是以色列人文士當中，非常

德高望重的人，他想幫助以色列人，並且他知道如何帶領以色列人來敬拜上

帝。他把詩篇編纂起來，方便以色列人知道在他們的處境當中，如何用這些詩

篇來跟上帝禱告。 

 

詩篇十五到十七篇有相關性 

    詩篇十六篇之前的十五篇，除了它寫「大衛的詩」以外，有一個詩的抬

頭，叫做「得居聖山者之品行」。詩篇十六篇有另外的抬頭，叫做生死均賴神賜

福；詩篇十七篇有另外一個抬頭，叫做投靠耶和華者得脫惡敵。 

    這三篇詩篇都有相關，這三篇的詩篇當中，除了是大衛寫下來的以外，後

代讀這些詩篇的人有一個特點，這些人是上帝眼中看為正直的人；他們是想要

在上帝的聖山、聖殿當中敬拜上帝的人；他們是在這樣一個身份裡面，遇到困

難，想要投靠上帝的人。 



    所以詩篇十五篇講到這樣的人，是寄居在神帳幕的人，它說「神啊，誰能

寄居你的帳幕？誰能住在你的聖山？就是行為正直、做事公義、心裡說實話的

人。」這樣的人要住在上帝的殿中，這樣的人要敬拜上帝，這樣的人生活不是

一帆風順，好像都不會遇到困難，反而他常常遇到困難，但是他要投靠上帝。

詩篇十七篇說投靠耶和華者得脫惡敵。 

 

神是我們的避難所 

    在這樣一個背景下，我們回到詩篇十六篇的經文。第 1節說「神啊，求你

保佑我，因為我投靠你。」這一句「神啊，求你保佑我」，一般英文的翻譯，把

這個動詞「求你保佑我」，翻譯成 Preserve me，O God。「保佑」這個字，英文

翻譯是 preserve。 

    各位讀到 preserve這個字的時候，你的聯想是什麼呢？我想到二個東西，

一個就是 preserve food，要把食物保存在冰箱，免得它腐壞了。還有一種

preserve，如同現在保存古蹟一般。如果我們的會堂要做整修的時候，我們想

到我們會堂一進來有詩篇二十三篇，我們希望詩篇二十三篇可以被 preserve，

可以被保留。但是和合本聖經把這個 preserve翻譯成「保佑」，其實也很好，

求神保佑我！在這裡面有另外一個含意，就是希望上帝保存他的生命，他的氣

息，求神把它保留住；求神保護他、保留他。 

    保留他在哪裡呢？這裡說「因為我投靠你」，英文的翻譯說「O God，for 

in you I take refuge」。這個 refuge是所謂的避難所，在避難所住的人叫

refugee（難民）。這個人遇到了困難，他需要一個避難所、一個可以住進去的

帳篷，免得敵人來找他；或者遇到風吹雨打，他會性命不保。這個避難所是在

上帝裡面 in you，是在上帝裡面的一個避難所，所以他說「祢是我的神」。 

 

有上帝才是好 

    第 2節說「我的心哪，你曾對耶和華說：你是我的主；我的好處不在你以

外。」因為他要進到這個避難所，他求神保守他的性命，然後他跟上帝說「祢

是我的神，祢是我的主；我的好處不在祢以外。」他沒有其他的好處，所有的

好處都在上帝裡面。 

    有一位神學家說我們跟上帝的關係可以從三個方向來看，一個就是在上

面，上帝在我的上面；第二個方向，上帝在我的旁邊；第三個方向，上帝在我

的下面。上帝在我的上面，上帝是我的君王，祂有權來管轄我，祂可以告訴我

要到哪裡去，也可以告訴我應該要做的事。上帝是在我上面，祂是我的君王，

這是第一種關係。 

    第二種關係，上帝在我的旁邊，祂是我的救主、是我即時的幫助，祂是在

危難中會拯救我的神。第三種關係是祂在下扶持我，當我受到試探、面對困

頓，當我遇到一個難關難以承受的時候，祂會與我同在，用祂大能的膀臂在下

面把我托住，這位上帝是會用祂大能膀臂托住我的神。 

    祂是我最好的保障，是我最珍貴的東西，祂就是我的一切，我的一切都在

祂裡面，如果有什麼東西要給我的話，那個東西一定要有上帝，有上帝的東西

就是好的東西；反之，沒有上帝的東西就不會是永久的、好的。我如果說好的

話，那個東西就是有更多的上帝在裡面，那就是最好的。 



聖民反映出上帝的榮美 

    第 3節說「論到世上的聖民，他們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悅的。」講到這位

詩人理解到，他希望跟上帝的關係透過其他人也能夠展現出來。「世上的聖民是

我最喜悅的」並不是說世上的聖民是他最喜悅，所以他們超過上帝，不是！世

上的聖民是在所有的人民中是他最喜悅的，因為世上的聖民也是認識上帝的聖

民，因為他們認識上帝，所以在上帝的子民當中，他們可以互相的把上帝的美

好展現出來，他們知道怎樣按照上帝的心意彼此來恩待、珍惜，彼此來高舉上

帝、互相勉勵。 

    當有一個人遇到困難的時候，他會說「原來世上的聖民，他們又美又

善。」英文用的是 they are the excellent ones，他們是最棒的、是我最喜

悅的。在德國穆斯林的難民營，有大量的難民因為德國人向他們顯出的善行，

他們因此認識了耶穌基督，歸向基督。透過世上的聖民又美又善，他們看見了

上帝的榮美，所以他們想要靠近上帝。 

 

神無可取代 

    第 4節「以別神代替耶和華的（或作：送禮物給別神的），他們的愁苦必加

增；他們所澆奠的血我不獻上；我嘴唇也不提別神的名號。」這裡「以別神代

替耶和華」的英文翻譯比較傳神，講的是 those who run after another 

God。Run after，就是有一個人在前面，有一個人在後面，他在 Run（跑著），

after那個人。這讓我想到大概只有年輕的男生想要追求一個年輕的女生，天

天跟著她，想要追求她，討她的歡喜，如果有機會就會送她禮物，這叫 run 

after。 

    所以詩人說如果有這樣另外一種假的神（another God），他說：No！這樣

的人、這樣的上帝、這種假的神，我不會想要讓他來取代上帝在我裡面的地

位。不要說取代，我連提都不提他的名字。各位弟兄，如果你曾經追過其他女

朋友，千萬不要在你真正的女朋友或太太面前提別的女生的名字。同樣的，上

帝也是！ 

    上帝是那位真正最美、最善的神，所以真正敬拜上帝的人，不會讓別神的

名字來取代他在上帝的位置。在祢以外，沒有任何的東西更好；在祢以外，也

沒有什麼名字；在祢以外，沒有其他的，如果有的話，就是上帝。上帝祢是我

最喜愛、最喜愛的，這是一個禱告，也是心裡頭對上帝的一個呼喊。 

 

耶和華是我的產業、我杯中的分 

    第 5節說「耶和華是我的產業，是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為我持守。」

「耶和華是我的產業」這句話在英文的翻譯裡面比較讓我們可以理解，因為產

業讓我們想到房子，但是在這裡，原來的聖經是希望我們先透過一個實物的影

象去理解什麼叫做產業。原來的英文翻譯是 The Lord is my chosen portion 

and my cup。 「My chosen portion」，我想要得到那個份。 

    各位有沒有去吃過台北的 buffet？就是到任何一個大飯店裡面去吃很精緻

的自助餐。有人說台北的這個自助餐，如果你吃過的話，你就不會喜歡世界上

其他國家的食物。 

    有時候我去吃那個自助餐的時候，常常有一個困難，就是我這個盤子到底



要到哪一區裝食物，因為每一區的食物都很好吃！這一區是生魚片，這一區是

海鮮，這一區是牛肉，這一區是披薩，這一區是飲料，有很多很多不一樣的區

域，我不知應該怎麼選擇。最困難就是 buffet限制用餐時間，兩個半小時內就

要離開，所以常常有做抉擇的困難，到底要趕快先吃到一份食物，還是去排那

個很長的隊伍，去吃比較精緻的食物。 

    另外有一個困難就是到底誰要替我選這個食物。如果要選的話，那耶和華

就是我那個 portion、那個 cup，祂就是我的牛肉、就是我要拿的那個飲料。我

不想拿其他的食物，只想有耶和華，耶和華就是我盤裡面的食物跟飲料。這是

詩人想要告訴我們的。 

 

神為我持守所得的 

    後面那句說「我所得的，你為我持守」，英文的翻譯是 you hold my lot。

Lot這個字是抽籤的意思，我們現在有一種叫做樂透（lottery）。以色列人聽

到這個字的時候，他們啵！眼睛就會亮起來，因為他們的祖先分地的時候是用

抽籤的方式。誰抽到哪一塊，誰就住在那一塊。大家都想要抽到比較好的籤，

住到好一點的地。有一些弟兄說：我今天想要去抽國民住宅，如果抽到的話，

我就可以怎麼樣。詩人的心就像那樣一個心。 

    You hold my lot，你替我持守那個籤，你替我抽籤，你的手就代替我的手

替我抽籤，你抽出來的那個就是我的，我的就是祢的、祢的就是我的。上帝是

我的籤，上帝所抽出來的就是我的產業，上帝是我的全部，我的好處全部都在

上帝裡面。他加強了在第 2節的那個關係。 

 

神為我預備佳美之處 

    第 6節說「用繩量給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處；我的產業實在美好。」

這裡講到的是用一條線 lines，這線畫出來一個佳美之處。「佳美之處」原文是

一個很愉悅的地方。為什麼要講一個愉悅的地方？因為他需要休息。各位如果

去過旅遊，經過旅遊之後，你很想早點住進那個旅店，希望那個旅店是一個可

以休息、愉悅的地方，希望旅店的窗戶打開了，哇！看見了湖，或看見了一座

山或一面海，讓你的心情可以放鬆。 

    在這裡，詩人用這樣一個景況告訴你說，他希望那個線一劃開的時候，他

住的地方事實上是一個難民營，而希望這個難民營打開的時候，有山、有水、

有湖。然後他說：我的產業實在美好，這個產業就是真正的 inheritance，是

祖先留下來的房地產。 

    如果有的話，他希望那個地方不會再有房東來說，我下個月需要搬家。那

個地方就是我的地方，我可以在那裡好好的休息。詩人想要在這個禱告裡面確

認他跟上帝的關係，以至於他知道他需要一個安居樂業、宜人的地方，需要一

個他可以真正休息的地方，而那個地方是上帝為他預備的。 

 

上帝是我的輔導和安慰者 

    第 7節說「我必稱頌那指教我的耶和華；我的心腸在夜間也警戒我。」這

裡的「指教」這個字，英文是用 counsel，中文的「指教」一字有點像老師告



訴學生，可是這裡的「指教」有點像輔導員對一個被輔導者，就是一個輔導。 

我們對老師的印象就是老師要打分數，給我成績 A或 B，90分、80分，給我這

些，我們對老師的印象是這種。可是對一個輔導的印象，他就是來幫助我的，

我去問他問題的時候，他可以針對我所有的困難來告訴我如何回答。 

    而在夜間，上帝透過他的心腸來告訴他。my heart，in the night also 

instructs me，他的心，上帝已經透過祂的安慰，在夜間讓他心裡可以得著安

慰。上帝就是他的輔導，就是他最好的安慰者。如果上帝可以做的話，也像他

的辯護律師，如果遇到法律問題，這個辯護律師可以告訴他怎樣解決法律的問

題。 

 

宣告神使我不致搖動 

    第 8節說「我將耶和華常擺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邊，我便不致搖動。」

剛剛有提到我們跟上帝的關係有三種──上面、旁邊跟下面。在第 1節到第 7

節算是一種請求、跟上帝的一個禱告，可是在第 8節，他想要把之前的這個禱

告變成是一個宣告，上帝就在他的前面、祂在我的右邊，所以他所有的一切不

會搖動，不用搬家、不必害怕、不用到大陸出差（其實不是出差，是希望不要

搬到大陸去才對）。 

    在詩篇當中，他的困難其實還沒有解決。這個人並不是在已經解決了困難

的時候做這篇禱告，他在做禱告的時候，不管是房東要他搬家、公司要他遷

移，他所有的困難都還沒有解決，但他正向上帝禱告。 

 

身心靈靠主得穩妥 

    我們進入到第 9節，第 9節有一個關鍵，它出現了「因此」這個字，「因

此，我的心歡喜，我的靈快樂；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文法裡面若是出現

「因此」，那前面一定有個原因，所以才有個結論（therefore）。前面 1到 8節

就是它的「因為」，可是 1到 8節的「因為」，他覺得還不夠，所以又加入了第

10節的「因為」，「因為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在陰間，也不叫你的聖者見朽

壞。」 

    一共有前後兩個「因為」，前面 1到 8節都是他的「因為」，然後第 10節也

是他的「因為」。因為前面講到的是現在我安身立命的問題，我的環境、喜樂、

產業、在現今各種一切的困難，可是人生還有另外一個問題。不只是現在的問

題，我還想到另外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我面對死亡時，怎麼辦？ 

    所以第 10節說「因為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在陰間，也不叫你的聖者見朽

壞。」因為有這樣的確據，當他面對生跟死的問題時（1到 8節是生的問題，

第 10節是死的問題），生死之間他都要信靠上帝，有了這樣的信靠，他大聲的

說「我的心歡喜，我的靈快樂；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詩十六:9。 

    這裡有提到「身心靈」，身心靈的需要，上帝的子民都需要。我們身體的健

康如果出現了問題，常常會影響心裡，我們的心裡就不會太快樂；心裡不快

樂，我們靈裡面想要跟上帝禱告，也會有一些阻攔。所以當一個人可以在上帝

的面前大聲地宣告說「我的心歡喜，我的靈快樂；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是

擁有何等的福份。這個人還在逃命，他還遇到困難，這個困難他也不知道如何

解決的時候，他可以說我在一個地方可以安然的居住，身心靈都可以得著休



息，我可以住在那個地方是何等的好啊！ 

 

聖者指耶穌基督 

    第 10節這一節非常的特別，也非常的重要，因為這一節在新約聖經當中被

一個人來引用了，這個人叫做彼得。彼得在使徒行傳第二章第 22節，那時他們

受了聖靈的感動，起來，要在耶路撒冷向耶路撒冷的許多人傳講耶穌復活的信

息，所以他用到了這段經文。 

    使徒行傳第二章 22節說「以色列人哪，請聽我的話：神藉著拿撒勒人耶穌

在你們中間施行異能、奇事、神蹟，將他證明出來，這是你們自己知道的。他

既按著神的定旨先見被交與人，你們就藉著無法之人的手，把他釘在十字架

上，殺了。神卻將死的痛苦解釋了，叫他復活，因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大衛

指著他說（這他就是耶穌）：我看見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邊，叫我不至於搖

動。所以，我心裡歡喜，我的靈快樂；並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

不將我的靈魂撇在陰間，也不叫你的聖者見朽壞。你已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必叫我因見你的面得著滿足的快樂。」 

    他講完了 29節，彼得做一個解釋，他說「弟兄們！先祖大衛的事，我可以

明明的對你們說：他死了，也葬埋了，並且他的墳墓直到今日還在我們這

裡。」彼得說，如果要解釋詩篇第十六篇第 10節「也不叫你的聖者見朽壞」這

句話，如果這個「聖者」是指著大衛所說的話，那麼我給你一個證明，這是錯

的，因為大衛已經死了，而且埋葬了，他的墳墓還在我們這裡。大衛這個人，

他肉體已經朽壞了。如果十六篇第 10節指的是大衛的話，那這件事情不是真

的。 

    那該怎麼解釋呢？原來他的解釋是在使徒行傳第二章後面的 30─32節，他

說「大衛既是先知，又曉得神曾向他起誓，要從他的後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寶

座上，就預先看明這事，講論基督復活說：他的靈魂不撇在陰間；他的肉身也

不見朽壞。這耶穌，神已經叫他復活了，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證。」 

    聖靈感動大衛寫下來，聖靈也感動彼得寫下來。聖靈怎麼感動大衛呢？大

衛做王時，上帝透過了先知拿單來告訴他。在撒母耳記下第七章 12─13節說，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

定他的國。」上帝透過先知拿單來告訴大衛，這有雙重的意義，一個意義就是

你的後裔應該就是指所羅門，所羅門要接續你。可是如果只有指所羅門的話，

他的國是無法完全堅立的，我們知道他身後所有南國的猶大王，後來也有一些

不怎麼樣的，也被滅了，他的國並不是到永遠。 

    所以這有雙重意義，一重的意義就是要交給他的兒子所羅門來繼續他的王

位；另外一層意義就是這個後裔當中有一位要坐在他的寶座上，他的國要到永

遠，那一位就是耶穌基督。大衛在聽到先知拿單來告訴他的時候，講了「也不

叫你的聖者見朽壞」這句話，我猜應該聖靈有告訴大衛，也就是當聖靈告訴大

衛的時候，彼得也同樣領受了聖靈這句話。 

    所以在使徒行傳第二章 30節，彼得才這麼解釋，他說「大衛既是先知，又

曉得神曾向他起誓，要從他的後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寶座上」，彼得證明大衛知

道這位後裔要坐在他的寶座上的，並不是指所羅門，乃是指的是耶穌基督，因

為他的寶座要坐到永遠。 



耶穌基督勝過死亡，使我們也不見朽壞 

    而這位耶穌基督，他要戰勝死亡，當死亡跟他敵對的時候，他為了我們的

罪死在十字架上；為了我們這些罪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時候，他替代了我

們。然而當死亡以為是要吞滅耶穌基督的時候，就在那一刻他戰勝了死亡，他

使死亡在他面前沒有餘地，所以所有信靠耶穌基督人都被存留、保守了下來。 

    我們常常有問題的時候，來到上帝的跟前，跟祂說：主啊！我有困難，我

遇到了一個很大的難關我過不去。有時候難關不只一個，有二個、三個、四

個，我過不去。神說：我看見了！我不但看見了，而且我不但要幫助你，讓你

在我面前能夠明白你跟我的關係，知道如何信靠我；我所愛的人，我也希望你

知道我不會將你的靈魂撇在陰間，你面對死亡的時候不用害怕。 

    「也必不叫你的聖者見朽壞」的這位聖者是耶穌基督，祂也讓所有跟隨

祂、信靠祂的人也不會見朽壞。有一天我們都會得著榮耀的身體、榮耀的復

活，我們這些人在上帝的面前有那真正生命的道路。 

 

滿足的喜樂、永遠的福樂 

    第 11節有二個重點，「你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

樂；在你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這一句有二個很重要的形容詞，一個是滿足、

一個是永遠。這個喜樂是滿足的，這個福樂是永遠的，有滿足、有永遠。一個

難民，一個需要投靠上帝、找一個地方休息的人，一個有困難的人，他不希望

今天這個困難解決了、明天困難又再出現。另外他希望真正的休息和滿足是永

遠的，他希望滿足是完全、是有滿足的。 

    各位弟兄姊妹，我不曉得這是不是你的光景，對我來說，我也常常遇到一

些困難，並不是牧師都不會遇到困難。當我為這位弟兄禱告的時候，我知道我

沒有辦法替他解決，但是上帝在他裡面有平安。這位弟兄隔了兩個月以後回來

找我，他說他的問題暫時有個解決。 

    我說：怎麼說呢？他說，房東本來要收回去的房子，因為他的兒子沒有那

麼快要回來住，所以可以再給他一年的時間。差一年的時間差很多，他兒子就

可以上國中之後再來解決。我說，那工作呢？他說工作還是要去，不過那個技

術主管被調職了，所以他以後不是去三個星期（一個月去三個星期），他偶爾去

就可以了。當然人生很多的事情有時候沒有那麼快速解決，他禱告了兩個月後

有了一些答案。 

    有時候我們禱告了，一個月、二個月，甚至一年、二年、三年都沒有答

案。在上帝的面前，你有跟神求嗎？求神保佑你嗎？求神 preserve你嗎？求神

保守你、保護你、保留你，讓你這口氣不要斷掉，讓你的生命能夠繼續在上帝

面前跟祂說：我要投靠祢。在祢裡面，我要投靠祢，祢是我全部的、祢是我所

有的，祢是我那個牛肉、祢是我的杯，我所有的產業、地界、房子都是祢。如

果你跟神有這樣的禱告，那麼這個詩篇就是你的詩篇。 

 

知道、信靠、明白上帝的心意 

    上帝對我們到底有什麼樣的心意，祂到底希望我們做一個什麼樣的人呢？

在以賽亞書第四十三章第 10節，「耶和華說：你們是我的見證，我所揀選的僕

人。既是這樣，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華。在我以前沒有



真神；在我以後也必沒有。」你們是我的見證。然後到了四十三章 21節，祂說

「這百姓是我為自己所造的，好述說我的美德。」 

    在以賽亞書第四十三章第 10節裡面有三個動詞，第一個動詞就是「知

道」，so that you may know；然後第二個動詞，and believe信靠、信服上

帝；第三個動詞是 understand明白。所以我們對上帝，就是知道有這位上帝、

知道祂是唯一的真神，我們信靠祂、信服祂，然後我們也要能夠明白這所有的

事情，原來我們在困苦當中是有依靠的，在這世界上會有苦難，但是我們有盼

望。 

 

成為上帝美德的見證 

    但是這樣來做這些事情有什麼目的呢？上帝說：你們是我的見證，好述說

我的美德，所以這是一個身份，我們是祂的見證，在這所有的過程當中，像詩

人在詩篇十六篇所寫下來「生死都信靠上帝」一樣，我們把上帝在我們身上的

故事向這個世界上的人表明出來。 

    我們的故事就是上帝在我們身上恩典的見證，就是這位上帝的作為。如果

你明白、了解、也信靠上帝的話，讓我們常常不要忘記這個身份，作為上帝的

見證者、上帝所愛的子民，我們遇到困難不要灰心、失望，我們遇到了困難，

要常常記得上帝在我們身上的作為，好叫我們可以訴說、見證祂的美德。 

  

我們一起低頭禱告： 

    主，我們感謝祢！主，我們常常遇到困難的時候，其實我們的信心非常的

軟弱，但是我們也知道，主，在祢以外沒有別的神，因為祢是我們的神，我們

的好處不在祢以外。主啊！求祢幫助我們，我們常常看見主祢就是我們的產

業，祢就是我們杯中的分。我們感謝祢，求祢為我們持守！主，讓我們知道在

祢裡面有真正的喜樂，在祢裡面有真正的福樂。主啊！謝謝祢，祢的應許永不

落空。我們求主祢堅固我們對祢的信心。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林玉卿姊妹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