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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救赎历史第三部分，我是大卫‧普莱特博士。今天我们要来

谈，满足一切的牧者。 

 

请你翻开手上的圣经，今天我们要读诗篇 23 篇。我记得小时候第一次参加的安息礼拜是

我祖父的丧礼。我还记得很清楚，就好像是昨天的事，其中有两件事特别难忘。在我的记

忆中，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我爸爸流泪，看到他那么伤心，让我大受影响。我记得后来我们

回到祖母的家中，坐在客厅里，手上拿着圣经，还有一张印着诗篇 23 篇的单张。 

 

我第一次在丧礼上讲道是大学时代，是在我外婆的安息礼拜上。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在安

息礼拜上该讲甚么呢？我知道诗篇 23 篇他最喜欢的经文，外公在过世前，她就是在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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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床边一遍又一遍地读这篇诗篇。所以我在预备她安息礼拜的讲章时，很自然的想到诗篇

23 篇，因此我就用这篇诗篇讲道。 

 

父亲过世的时候，我在纽奥良的教会带职事奉，就在我自己灵命最伤痛的时候，我必须上

讲台讲这篇诗篇。每当我属灵生命最困难与面对挑战的时候， 这篇诗篇都成为我的力量、

安慰与鼓励的源头。我相信对许多人来说，这篇诗篇也同样是遭逢困境时的安慰，鼓励与

力量。几年前我刚到这里担任牧师，我们的一位会友，我相信大家还记得他，他名叫卡西‧

布莱克，当时卡西三十来岁，外表看起来非常健康，但医生诊断出他得了胃癌。 

 

不到一个月他就住院开刀，在手术中，医生发现他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已经无能为力了，

医生将伤口缝合，没有做任何处置，卡西从被诊断出胃癌到过世，一共只有两个月。在得

知病情后，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记载：「医生说我得了胃癌，今天他们说已经扩散到我的肝

脏，淋巴腺，和肺部。如果我不认识主，我很可能会惊慌失措。」卡西说：「但是我反而

觉得很平静。」他接着又说：「诗篇 23 篇说明了一切。」为什么这篇诗篇在救赎历史

上，为一代又一代的属神子民在困境中提供了如此的安慰，力量，盼望与勇气呢？我希望

我们可以一起找出答案。 

 

这篇诗篇非常普及。有人用这篇诗篇写成一本书，逐字分析，解读每个比喻。的确，这篇

诗篇中每一句都有丰富的内涵。但是，我认为我们读这篇诗篇要非常小心，不要过度分

析，而忽略了整篇诗篇的连贯性。我希望不只是单单默想这段经文的含意，我希望我们可

以让这篇诗篇的字字句句都融入我们的心中。今天的讲道可以说是针对正身陷困境，或正

面临生命中重大挑战的听众而讲。我猜想有许多人正处在各种不同的困境中。如果你正面

临困难，具挑战性的时刻，今天我要特别针对你，这篇诗篇就是我的依据。如果你目前一

切顺利，日后也可能会遭遇困难，我希望你先有心理准备，当遭遇难处时可以有足够的勇

气，信心，安慰，力量与盼望。 

 

我们一起来看诗篇 23 篇。诗篇 23:1 

 

大卫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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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他使

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

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

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

到永远。 

 

这篇诗篇可以分为两段。我们先看第一段，接着我们来默想，领受这当中的真理。然后我

们再看第二段。在解经过程中， 特别是对身处困境的那些人。我要和大家分享八个简单，

温和，荣耀的真理，这篇诗的写作背景我们并不清楚。不同的学者对当时的背景有不同的

解读，但我们都了解这是根据大卫牧羊的经验，很可能写作的时间点是在他经历困难，挑

战和磨难的时候。这些字句从他的脑海中，从他心中流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从其

中看到的第 一个真理是：你的牧者所关切的是针对个人。 

 

当我们在读诗篇和旧约圣经时，整体的写作强调的是群体，强调上帝的子民。整本旧约其

实应该说是全本圣经中，上帝所建立的是一个属于他的群体。因此处处可见复数的用法。

他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他的百姓。这是我们最常见到的说法。 

 

但是在诗篇 23 篇中，强调的是个人化，注意这篇诗里没有复数代名词。这里说的不是

「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致缺乏。」请各位快速的看一遍，把你看到的毎一个第

一人称代名词「我」，「我的」圈起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致缺乏」 「他

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

路。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

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第一人称代名词总共出现了十七次，。这里说的不是耶和华是牧者。这里说耶和华是我的

牧者。耶和华是你的牧者。不只是坐在你前后左右的人，主里的弟兄姐妹的牧者，耶和华

是你的牧者。他认识你。感受一下这种份量与奇妙。 

 

高高在上的耶和华认识坐在这里的你，他认识你，他关心你。他爱你。他对你的生命了如

指掌。当我们在经历苦难时，山谷是孤寂的地方，不是吗？有时我们在山谷感觉孤单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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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们独自一人。有时似乎身边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时既使身处人群中，身边似乎都是爱

我们，关心我们的人，但是他们仍然感受不到我们的心情。既使尽了全力，依旧无法感同

身受。当你孤立无援的时候。当你的心灵天人交战时，当你因各样的事受到伤害时，他们

都不在你的内心深处。 

 

然而最感恩的是在你孤立无援的时候，上帝在你身边。当你行过死荫幽谷时，各位弟兄姐

妹，事实上你并不孤单。你的牧者一直陪伴着你。你并不孤单。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

说：所有人都离弃我，唯有主站在我旁边。这是多么重要。 

 

我记得当我走过丧父之痛时，我接到一位好朋友传来的电子邮件。他在信中告诉我当如何

走出伤痛。他不知道我内心的感受。但是上帝清楚知道我心中的感受，我可以倚靠上帝。

你可以倚靠上帝。无论你正面临甚么样的处境，各位弟兄姐妹，你的牧者亲自关心你。他

不只是关心在坐的各位，或世界上所有的人，他关心你。 

 

我要讲的第二个真里是：你的牧者永远不会停止对你的供应。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

致缺乏。其实应该说是我不会缺乏。这很有趣，因为困难和苦难往往是因为生活有所欠

缺，不是吗？例如我们经历悲伤，因为我们失去了所爱的人，他们不在我们身边了，所以

有欠缺。当你饱受身体的不适-病痛，疾病，疼痛-所以有欠缺。欠缺健康的身体。 

 

当你的家庭生活遇到瓶颈，你欠缺的是宁静与和谐。你如何能在困境中说出「我必不致缺

乏」呢？这使我想到乔布，在乔布记第一章的最后，当乔布失去了他所有的子女时。失去

他所爱的所有子女，也失去他所拥有的一切后。 

 

大家知道他说了甚么吗？。他伏在地上下拜并且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

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多美的一段话，这段话也是乔布记的主轴：就算是在耶

和华拿走了我所拥有的-各位弟兄姐妹，请牢牢记住这句话。就算是耶和华拿走了我的一

切，他永远不会停止供应。是的，我们会经历欠缺，但是耶和华仍在我们各样的欠缺中掌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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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这些事上掌权，当我们经历欠缺带来的痛苦时，他赐给我们平安。当我们受到伤害，

他赐下医治。当我们软弱时，他给我们力量。当我们面临困惑时，他给我们智慧。他不断

在给我们。你的牧者永远不会停止牧养你。就算是在欠缺时，就算是在失落当中，你可以

说：「我必不致缺乏，」因为你的牧者一直在供应你。 

 

第三个真理：你牧者的预备是基于他的恩典，不是你的能力。请读：「他使我躺卧在青草

地上，引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引领我走义路。这全是他所做的，他

正在做工」。当我们走过困境，有时缺乏往前走的力量，如果知道是上帝在带领我们，指

引我们方向，不是很好吗？如果在苦难中我们的忍耐要靠自己的能力，我们将一蹶不振。

但他的预备不是根据你的能力，是根据他的恩典。所有的一切都是他所做的。切记因他的

恩典，他使你重新振作。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引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想想看，放眼所及是一片翠绿，耳朵听

的是舒适的水声。那位高高在上的耶和华要使你的灵魂苏醒。这太让人震惊了。因他的恩

典，他使你苏醒。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你的牧者，各位弟兄姐妹，你的牧者喜欢接纳破碎

的，并将它恢复。他要使你焕然一新，他使你苏醒。因着他的恩典，他使我走义路。他引

领我走义路。他使我在各样的处境中都可以走义路。这一切都是他的作为。你牧者的预备

是基于他的恩典，不是你的能力，这带出了第四个真里：你牧者的恩典来自你牧者的荣

耀。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引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 

 

他引导我走义路，为了甚么呢？为他的名。有些人会质疑-甚至感到迟疑。有些人或许会

说：「你的意思是说上帝引领我到溪水边，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是为了他自己吗？上帝

引领我是有隐藏的动机吗？他在我苦难中所做的，其实是为了他自己，为他的名吗？在这

件事上我不是最重要的吗？我不是真正的中心吗？他做这些都是为了他自己吗？这是好事

吗？ 

 

各位弟兄姐妹，这绝对是件好事。这是好得无比的事。不要误会了这段圣经所说的。我们

的上帝将他的荣耀，尊贵，名声全部一股脑地赐给在苦难中的你。他是爱，他的名是爱。

因此，当你经历苦难时，他要成为爱的化身。我们将清楚看见，他赐给你的都是出于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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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经历苦难时，他是耶和华以勒，他要为你预备一切。他是耶和华沙龙，他要让你每一

步都有从他而来的平安。他是耶和华奇肯努，他要我们时时刻刻看见他的义。上帝在他百

姓经历苦难时要让他们看见他的力量，我们将清楚知道他为你的预备是无所不及的。 

 

这真是好消息，知道上帝应许为他的名使我们得益处。他在为你预备的同时要提高他的

名。上帝赐恩典，上帝得荣耀，我们经验益处。因此他为他的名引领我们，引导我们，对

我们而言是大好消息。 

 

第四个真理：他使你不惧怕。因为你的牧者给了你ㄧ切，所以你不会惧怕。这是第四节的

转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这是很勇敢的宣

告。魔鬼别来。我就算是面对死亡，我也不怕。因为…（转折在这里），你与我同在。你

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注意到这里的转折吗？第四节以前，大卫提到上帝时都用第三人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他引领我。他引导我。他做了这些事，直到第四节他没有说：「我也不怕遭害，因为他与

我同在。他的杖，他的竿，都安慰我。」他将第三人称改变为第二人称，他说：「你与我

同在。你的杖，你的竿」-从这里他由谈论上帝转变成他呼求上帝。 

 

这是有理可循的，不是吗，当躺卧在青草地，安歇在溪水边时，谈到上帝的良善与恩典。

但是当我们发觉自己身处险境，在死荫的幽谷中，当我们行过艰难困苦的时候，在这种情

况下，更合理的是我们呼求上帝。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可以保护我，预备我，

安慰我。 

 

我需要你，因为你的牧者给你一切所需。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你不怕遭害。前面我提到

卡西 布莱克。当卡西住在医院时，他过世的那天，我正好在医院。身为牧师，又是好友，

必然会挣扎，该说甚么呢？突然间，一切事情都变的如此悲伤，你该说甚么呢？我很难

过，多么希望这不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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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天探视卡西的毎一个人，当他们聚在病房里时，他们却感受到一种惊喜。因为坐在病

床上，正行过死荫幽谷的病人面带微笑。大家还没有机会对他说任何话，他竟然带着笑意

看着大家，手指着天上，说：「今天我要和耶稣在一起了」 

 

这一瞬间，这个场合似乎完全不适合说「我很难过」，「我希望这不是真的」这类的话，

你发觉自己好像也想和他一起走。各位弟兄姐妹，这是美好的。无论多黑暗，多沉痛，多

困难，你不怕遭害，就算是在死荫的幽谷中。你牧者的关切是ㄧ对ㄧ的。他永远不会停止

供应你。 

 

让你安然度过的不是你的能力，你的牧者在为你彰显他的荣耀时所做的只有恩典，因此，

你一无所惧。到了第五节，诗篇的形象改变了。就在我们还是将耶和华看做是关心他羊群

的牧者。但是写到第五节，我们看到耶和华牧者的新身分转变成预备筵席的主人。在我敌

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

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诗篇 23 篇的第六个真理是：你的牧者不只是在苦难中坚固你，各位弟兄姐妹，你的牧者

要满足你。在我敌人面前，在仇敌环伺时，在迫在眉梢的危险中，你的上帝预备筵席，为

你预备盛宴。 

 

当你走进宴会厅，主人为表示尊重客人，用油膏了客人，代表欢迎你和万王之王，万主之

主，在天上的主一同用餐，使你的福杯满益。这不只是在苦难中忍受你的敌人，而是在这

当中享受你的敌人。不只是忍耐，还要得满足，上帝在苦难中预备了喜乐。 

 

罗马书第五章也有几乎ㄧ模一样的画面。我们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不只如此，就是

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致于

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的福杯满益，因上帝的爱

浇灌在我们心里。上帝，你的牧者，不只是坚固你，他满足你，当你与他同在时，即使敌

人排山倒海地攻击你，他给你的满足将使你的福杯满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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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个真理：你的牧者的爱跟随着你。一生一世有恩惠慈爱随着我。跟随这个词容易让人

产生误解。当我们想到跟随，我们想到的或许是紧跟在后。如果说你跟着他人，或许你们

之间会有点距离，你和你跟随的人之间保持一点距离。你并不是和他们并肩而行。你是跟

在他们后面。有点像是你的孩子迦勒和乔舒亚正在院子玩耍，我出去喊他们：「孩子们该

回来洗澡了。」 

 

在这种情况下，跟随比较像是跟在后面，就像是他俩忽前忽后地跟着我去浴室洗澡。这并

不是诗篇 23 篇中跟随的意思。 诗篇 23 篇的跟随是主动的跟随。是全面的跟随。更像是

我决定我要和希得约会，因此我会全心跟随。无论遇到甚么阻拦，包括他约会过的男朋

友，我还是要跟随。 

 

我不是跟在后面慢慢走，我就在旁边。任何时间只要他转头，一定会看到我。跟随。恩惠

慈爱就是这样跟随着我，不是跟在我身后。我们往往认为上帝的恩惠与慈爱是个样子，尤

其是在苦难中。我们认为在某个地方，就在后面某个地方。但是我不知道，我并不知道它

就在我旁边。 

 

实际上。恩惠与慈爱时时刻刻跟着你。最美的是：恩惠与慈爱随着你，不是因为你这个人

有甚么，吸引了恩惠与慈爱的地方。所以这才是慈爱。这不是你我靠任何行为赢得的，事

实上，我们往往是沉默的羊，容易迷失方向。在顺境中，我们容易迷路，在逆境中，我们

也容易迷失。 

 

在我们面临信心危机时，在我们倾向于不相信上帝时，他一次又一次彰显他自己的信实。

但是我们依然故我，难道我们不是仍然信靠他，相信他的恩惠角力吗？因此我们偏行己

路，即使在这个时候，他的恩惠与慈爱还是全力跟随着我扪，因此无论何时，当我们转

头，恩惠与慈爱就在那里。 

 

恩惠与慈爱随着你。 想想看，你的牧者，高高在上的耶和华用他的爱跟随你。你牧者的关

切是一对一的。你牧者永远不会停止供应你。你牧者的预备是因为他的恩典，不是你的能

力。你牧者的恩典是要使你的牧者得荣耀。因为你的牧者赐给你一切，你不怕遭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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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牧者不只是坚固你，他要满足你。你的牧者用他的爱跟随你。现在是最好的消息：你

和这位牧者的关系永远不会结束。你一生一世必有恩惠与慈爱随着你，你且要住在耶和华

的殿中，直到永远。是的，这永远不会停止，永远不会。他对你的恩惠直到永远，他要一

直随着你。他要永远与你同在。 

 

赞美主。但是我扪怎么知道呢？你怎么能知道呢？你怎么知道有一天他不会停止跟随我们

呢？我们如何知道呢？你是罪人，充满对我们牧者的背逆和恶毒，经常逃离我们的牧者，

你我怎么可能说我们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呢？ 

 

你怎么能知道呢？这个问题太好了。我请大家看两段新约。第一段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请

翻到约翰福音 10：11。我先说一下约翰福音的背景。在约翰福音中，耶稣刻意在重要时

刻将自己比做旧约中的耶和华。耶和华，上帝的名，我是，整卷约翰福音都可看到耶稣用

这些字。 

 

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上的光。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约翰福音

8:58，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我是…」。「我是…」。他刻意将自己比做旧约中的

耶和华，旧约中的主。他在显示他就是主。约翰福音 10:11 使诗篇 23 篇有了生命。耶稣

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 

 

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

了羊群，雇工逃走，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

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为我的羊舍命。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

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

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去，也有权柄取回来。

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 

 

你我如何知道我们与我们的主，我们的牧者的关系能直到永远呢？我们是罪人，充满邪

恶，我们如何知道可以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呢？各位找到答案了吗？在我们刚才读

的经文中出现了五次。「舍命」11 节：好牧人为羊舍命。15 节：我为羊舍命。17 节：我

将命舍去。18 节：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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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主差派他的爱子，为我们的罪舍命。这是在罪中的你我知道可以永远和我们的主同

在的唯一方式，这是他来道成肉身的原因。十字架不是天父的备用计划。天父没有说：

「我不知道我的爱子在这里出了甚么事。看看他们对他作了甚么。」没有，这是他差派他

爱子来的唯一原因，要他舍命。赞美主，他的爱子有权柄从死里复活。 

 

你我可以知道我们永远与我们的牧者同住的唯一方法，即使在我们的罪与死当中，你如何

知道你可以有永生呢？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舍命。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得

以和上帝和好。我们有永生，因为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牧者，舍了他的命，又从死里复活

了。因此我们知道他的恩惠直到永远。 

 

相信耶稣是你的牧羊人。另外一段经文是在启示录第七章。请翻开圣经，启示录第七章，

耶稣说，我们从 15 节开始读，启示录 7:15。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说，「我另外有

羊。」他说的是他还在继续聚集他的羊。启示录第七章就是那天，当羔羊都聚在一起，从

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人，都聚在一起。 注意听，启示录 7:15 说：「所以，他们

在上帝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事奉他。坐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

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甚么？「牧养他们，领他们到

生命水的源头。上帝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各位正面临苦难的弟兄姐妹，这是你们的盼望。无论多么困难，无论多么黑暗，无论多么

绝望，你可以知道：有一天，当你见到你牧者的面。他要亲自擦去你一切的眼泪。当我们

的目地明确在望，我们甚么都不怕。他的恩惠永远随着你，你和他的关系直到永远。你要

与他一同坐席，进入他的牧场，全然公义的与我们的主走在可安歇的水边，他要因此得着

大荣耀。 

 

今天的节目就到此告一段落，谢谢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