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 10 月 04日，苏黎士活泉教会主日敬拜。诗篇 Psalm16:1-11 

大卫在这诗篇的开始，就将自己交托在上帝大能的护理之下。然后，大卫为了让自己更加被触动来向上帝感

谢，他就开始默想他曾经从上帝那里所获得的美善。虽然大卫对上帝的事奉和感恩，并没有加添上帝任何的

荣耀，但大卫这样敬拜与事奉上帝，是为了表达他对上帝慈爱的信心，就是这位厚赐丰盛恩典和满盈喜乐的

上帝，是我们可以完全依靠的主，因为在祂里面我们可以享受真正的安息，及永远的福乐。 

 

诗 16:1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  

Bewahre mich, Gott, denn ich traue auf dich! 

• 大卫在这里并非恳求上帝拯救他脱离某些危难，而是将自己的一生交托上帝，恳求上帝成为他的保护

者。 

• 我投靠你(I put my trust): 

o ‘投靠’这个词表达了大卫的确信，因为大卫深信上帝已经为他预备救赎，他只需要以确信及坚定不

移的信心依靠祂，全心全意地将自己置于上帝的保护之下。 

 

诗 16:2 我的心哪，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Du, meine Seele, hast zu Jehova gesagt: Du bist der Herr; meine Güte reicht nicht hinauf zu dir. 

• 我的心哪，你曾对耶和华说: 

o 大卫亲自向他的心灵说话，因为苦难一直困扰他的灵魂。 

• 你是我的主： 

o 大卫承认上帝有主权对他发出任何祂所喜悦的要求，因为大卫认定上帝是他一切的主宰。 

o 当大卫将一切的能力及统治的权力都归因于上帝本身时，他就宣告自己及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属于

耶和华的产业。 

• 我的好处不在祢以外(my godness extendeth not to thee)： 

o “我的善行达不到袮面前”，这一节经文中，大卫谦卑地承认自己的有限。即使我们将自己奉献给

上帝，我们也不能增添上帝什么，因为上帝本身是毫无缺乏的，同时也因为我们一切的善行都是

虚无贫乏的。 

o 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时，我们必须确保自己除去一切的傲慢，因为当我们认为自己里头还存有一

点良善时，我们就已经剥夺了上帝应得一切荣耀的尊荣。  

 

诗 16:3 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 

Du hast zu den Heiligen gesagt, die auf Erden sind, und zu den Herrlichen: An ihnen ist alle meine Lust. 

• 论到世上的圣民: 

o 大卫指出，唯一讨上帝喜悦的善行，就是以一切的美善来对待上帝的圣民。 

o 因为我们在世上的一切善行都无法直接达到上帝面前，所以上帝就以祂在世上的子民为祂的代

表，作为我们操练爱心的对象。因此，当信徒之间开始操练彼此相爱时，那就是信徒对上帝最正

确及最蒙祂悦纳的事奉了。 

o 虽然大卫在这里只是指信徒之间的相爱，但是我们也应该操练尽心竭力地将我们的爱心延伸到那

些不配的人的身上，就如我们在天上的父那样。 



 

 

▪ 太Matthäus 5:45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 damit ihr Söhne eures Vaters seid, der in den Himmeln ist; denn er läßt seine Sonne 

aufgehen über Böse und Gute und läßt regnen über Gerechte und Ungerechte. 

o 大卫承认自己无法依靠任何善行来到上帝面前后，他就将那对上帝的爱心指向圣徒，因为上帝的

旨意是要我们在这世上爱护上帝所拣选的教会，就是那些被上帝所收纳，在上帝的治理下和谐地

生活，并服从圣灵引导的人。  

o 因此，没有一种献祭比我们从心底真诚地与弟兄姐妹相爱，并且同心合意借着敬虔的敬拜，将荣

耀归于上帝，来的更加蒙上帝悦纳。 

• 他们又美又善： 

o 大卫指出圣徒之间的交通，在上帝眼中，是蒙祂喜悦的，因为上帝已经将他们与这个堕落污秽的

世界分别出来，并赐给他们上帝荣耀的形象。 

o 正如前一篇诗篇教导我们要敬重与尊荣那些敬畏耶和华的人，因此，我们也应该高度重视与尊重

那些上帝真实及忠诚的仆人，并且毫不犹豫地认为与他们一起敬拜上帝，是我们这一生中最重要

的事。 

  

诗 16:4 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  

Viele werden der Schmerzen derer sein, die einem anderen nacheilen; ihre Trankopfer von Blut werde ich 

nicht spenden, und ihre Namen nicht auf meine Lippen nehmen. 

o 大卫描述自己与圣徒之间维持弟兄般和谐的关系后，他也宣称自己与敬拜偶像的人分开，以致能够保持

敬虔，并远离一切败坏及亏损上帝荣耀的事。 

o 他们的愁苦必加增： 

o 那些可悲的偶像敬拜者，将要永无止境地发明新的偶像，他们不仅使自己处在愁烦中，而且他们

的努力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相反的，他们忙碌的结局会为自己带来毁灭。 

▪ 他们以奢华及挥霍的方式将他们所拥有的物质奉献给他们的偶像，这不仅会使到他们白白

失去他们的物质，而且还激起了上帝的盛怒来对付他们，所以他们的愁苦只会持续不断地

加增。 

▪ 耶利米书 Jeremia 2:13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

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 

▪ Denn zweifach Böses hat mein Volk begangen: Mich, den Born lebendigen Wassers, 

haben sie verlassen, um sich Zisternen auszuhauen, geborstene Zisternen, die kein 

Wasser halten. 

o 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 

o 外邦人在献祭中盛行品尝祭物的血，但根据上帝的律法，祂却强烈地禁止人在献祭中喝血，因为

上帝要教导祂旧约的子民，恨恶一切谋杀及残酷的行为。 

o 因此，大卫声明，他不仅会谨慎，不让自己被偶像敬拜者这种错误及腐败的观念玷污，而且他还

会禁止自己做任何与他们相同的行为。  

o 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 

o 这里不是说提起别神的名字就是犯罪，因为我们经常看到先知们写下了各种偶像的名称，而是大

卫以这个方式强烈地表达他对假神极度的厌恶。 



 

 

o 这个世界充满各式各样迷信的种类，并且拜偶像的人也会竭尽所能，以最奢华的方式来装饰他们

的偶像，但是那些敬虔及圣洁的人，永远都会以憎恶的态度对待这些虚构的发明。 

  

诗 16:5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 

Jehova ist das Teil meines Erbes und meines Bechers; du erhältst mein Los.  

o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分: 

o 大卫之所以能够将自己与那些偶像敬拜者分别出来，并拒绝一切世俗及虚无的追求，好让自己在

上帝的教会中，单单满足于纯正的敬拜，是因为大卫心中单单以上帝为自己的喜乐和满足，以致

不再贪图身边的事物，也不尝试在自己堕落的欲望中寻找快乐，在上帝眼中只有这样的人才被算

为真正敬虔的人。  

▪ 然而，除非上帝是我们全部的产业，否则我们无法以上帝为我们的产业，如果我们没有单

单以祂为我们的满足，却允许偶像或其他事物同时与上帝一起占据我们的心，上帝就会完

全退出，将我们的心完全让给偶像。 

o 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 

o 大卫将上帝比作他的产业，杯中的分，及他一切产业的持守者。 

▪ 对于‘产业’，诗人提到了迦南美地的产业，就是上帝命令分配给十二支派的土地，律法也

指示所有犹太人都必须以自己被分配的土地为满足。 

▪ ‘杯中的分’，是指大卫所获得的一切供应，正如食物使我们的生命得以维持，照样酒杯也

可以表示那些供给我们幸福快乐的事。 

▪ 对于‘持守者’，大卫强调，当上帝将自己赐给我们作为我们的产业时，祂也施行祂的大能

来维持我们的这福份，好让我们最终安稳地享受祂为我们所预备那上好的天国。 

• 如果我们只是曾经拥有上帝的救恩，但上帝却没有保护我们的信心免受撒旦每日对

我们的袭击，这就对我们没有多大的益处。    

  

诗 16:6 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 

Die Meßschnüre sind mir gefallen in lieblichen Örtern; ja, ein schönes Erbteil ist mir geworden. 

• 大卫有上帝作为他的产业，杯中的分，及一切的持守者，他的心灵就享受安息、恬静，及镇静，他能勇

敢地鄙视世人虚无的追求，也不再为自己渴慕追求更多在地上短暂的产业和幸福，因为上帝为祂的子民

所预备的天国是我们极其美好的产业。  

o 因此，我们不仅应该使自己远离一切不合常理及虚构的迷信行为，而且应该提醒自己拒绝一切来

自世界和肉体欲望的诱惑，就是那些会牵引我们离弃以主为满足的事，因为完全丰盛的上帝已经

将祂自己赐给我们享受。 

• 上帝所应许的美好天国，是源自祂白白纯净的恩典，并且是借着圣灵所赐的信心，使我们成为其中的共

享者。倘若没有圣灵所赐的信心，这一切的恩惠都不会对人有任何益处。 

 

诗 16:7 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 

Jehova werde ich preisen, der mich beraten hat, selbst des Nachts unterweisen mich meine Nieren. 



 

 

• ‘指教、警戒’是指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启迪之工，因为上帝体谅我们的盲目，所以将圣灵放在我们心中，以

致每当祂呼召我们时，我们不会拒绝上帝的恩惠。 

o ‘指教、警戒’，并非指一种外在的教导，因为‘夜间’，表示大卫被圣灵教导时，他不是在人群当

中。因此，大卫是指圣灵对他个人隐密的启示，他也使用复数名词强调，圣灵他不仅在他个人信

仰的开端带领他，而且圣灵在他一生中继续指引他行在上帝的旨意中。 

 

诗 16:8 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至摇动。 

Ich habe Jehova stets vor mich gestellt; weil er zu meiner Rechten ist, werde ich nicht wanken. 

• 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 

o 大卫再次表现出他的信心是何等坚定及稳定。因为大卫若要将上帝摆自己面前，他就必须自我约

束，以致他的心思不会被世上的其他事物牵引，而是专注地仰望上帝的应许。 

▪ 除非我们将自己的心思意念专注于上帝的护理，以致无论任何的困难痛苦临到我们，我们

都能够完全相信，上帝会随时伸手来帮助我们，否则若我们只是依靠肉眼寻求上帝的恩

惠，我们就必定跌倒。 

o 大卫以‘常’来强调他仰望依靠上帝的决心，虽然他面对各种各样的挣扎，但是他不会因惧怕危险而

转眼寻求上帝以外的帮助。 

▪ 我们应该以这样的态度依靠我们肉眼所看不见的上帝，完全地相信祂活在我们当中，即使

祂看来似乎与我们相隔一段很遥远的距离。当我们转眼仰望我们的上帝时，这世界伪装及

虚构的幻想就不会再欺骗我们了。    

• 因祂在我的右边： 

o 大卫先前强调他将上帝摆在自己面前，为要表明自己在面临危险时，会持续忠诚地依靠上帝。大

卫以“在我的右边”表达他最大的安慰和鼓励，是来自上帝父亲般的慈爱对他的看顾和保守。 

o ‘右边’表示上帝会恒久持续地坚守祂的子民，使他们不致灭亡。因此，在一切危难面前，大卫深信

自己一直都是稳妥安全的，因为他借着信心的眼睛，看见上帝的同在。 

 

诗 16:9 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Darum freut sich mein Herz, und frohlockt meine Seele. Auch mein Fleisch wird in Sicherheit ruhen. 

• 大卫在这节经文中指出真实的信心所结出的果子。我们对上帝慈爱的信心不仅会使我们享受良心的平

静，而且我们的内心会流露喜乐及欢欣的情感。 

o 那些不信上帝慈爱的人，他们的内心不能经历到真正的喜乐或良心的平静，反而经常感受到上帝

审判的怒气所带来的焦虑，他们为了躲避这种焦虑，就使自己长期昏睡在物欲的享乐中，麻木自

己的良心，免得被惊醒。 

• 因此，当许多困扰围绕我们时，让我们确信唯一的解救是将我们的眼目转向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那时

我们的信心不仅会使我们的良心感到安息，而且信心会使我们的心灵充满满足的喜乐。 

• 大卫深信，最终他的灵魂所享受的福份，也必延伸到他的肉身，上帝必定会保护所有属于祂的儿女。 

 

诗 16:10 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 

Denn meine Seele wirst du dem Scheol nicht lassen, wirst nicht zugeben, daß dein Frommer die Verwesung 

sehe. 



 

 

• 大卫继续把上一段经文解释得更加清楚。大卫进一步宣告他不再惧怕死亡，因为上帝是他永恒的救赎

主，上帝已经预备好随时从死亡中将他拯救出来，以致他不会被丢弃在永死里。 

o 如果上帝从危难中拯救祂的子民，并且只是暂时延长他们在世上的寿命，这是何等微弱及空虚的

安慰，因为我们只是获得了短暂的舒适，只是暂时继续呼吸直到最终的死亡临到。因此，如果基

督没有战胜死亡，所有的人都将会永远被死亡捆绑。  

• 在《使徒行传》中，当使徒彼得向犹太人见证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时，他引用了大卫的这诗篇。 

o 使 Apostelgeschichte 2:22-28 「以色列人哪，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

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

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

原不能被死拘禁。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

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

叫你的圣者见朽坏。 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 

o Männer von Israel, höret diese Worte: Jesum, den Nazaräer, einen Mann, von Gott an euch 

erwiesen durch mächtige Taten und Wunder und Zeichen, die Gott durch ihn in eurer Mitte tat, 

wie ihr selbst wisset -diesen, übergeben nach dem bestimmten Ratschluß und nach Vorkenntnis 

Gottes, habt ihr durch die Hand von Gesetzlosen ans Kreuz geheftet und umgebracht. Den hat 

Gott auferweckt, nachdem er die Wehen des Todes aufgelöst hatte, wie es denn nicht möglich 

war, daß er von demselben behalten würde. Denn David sagt über ihn: "Ich sah den Herrn 

allezeit vor mir; denn er ist zu meiner Rechten, auf daß ich nicht wanke. Darum freute sich mein 

Herz, und meine Zunge frohlockte; ja, auch mein Fleisch wird in Hoffnung ruhen; denn du wirst 

meine Seele nicht im Hades zurücklassen, noch zugeben, daß dein Frommer Verwesung sehe.  

Du hast mir kundgetan Wege des Lebens; du wirst mich mit Freude erfüllen mit deinem 

Angesicht." 

• 彼得向犹太人解释，大卫当时并非指自己要得胜死亡的权势，而是他被圣灵默示，就预言基督将要从死

里复活，完全除去罪恶腐败所带来的永死，并且基督要呼召所有蒙上帝拣选的子民进入祂复活的身体，

好让他们成为永生福份的共享者。 

o 使 Apostelgeschichte 2:29-32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葬

埋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起誓，要从他的后

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

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作见证。 

o Brüder, es sei erlaubt, mit Freimütigkeit zu euch zu reden über den Patriarchen David, daß er 

sowohl gestorben als auch begraben ist, und sein Grab ist unter uns bis auf diesen Tag. Da er 

nun ein Prophet war und wußte, daß Gott ihm mit einem Eide geschworenhatte, von der Frucht 

seiner Lenden auf seinen Thron zu setzen, hat er, voraussehend, von der Auferstehung des 

Christus geredet, daß er nicht im Hades zurückgelassen worden ist, noch sein Fleisch die 

Verwesung gesehen hat. Diesen Jesus hat Gott auferweckt, wovon wir alle Zeugen sind. 

o 虽然大卫的身体，在死亡后必须归于尘土，他的肉身并没有被免除死亡的咒诅，但是基于基督复

活的身体，大卫的肉身也必复活，那时他将要承受一个荣耀不朽的肉身。 

• 然而，可能有人会问，有三天的时间，耶稣基督的身体在坟墓，灵魂在阴间，难道祂不被算为处在败坏

中吗？ 

o ‘阴间’，是אֹול 形容那贪得无厌，不断吞噬与毁灭一切事物的无底坑；而‘朽坏’，是，(sheol)שְׁ

ת חַׁ  。指一种败坏的状况。因此，大卫不是在指某个地点，而是指阴间败坏的状况，(shacath)שַׁ



 

 

o 耶稣基督的生命不仅被免于阴间的权势，而且即使祂的身体死了，也不被阴间败坏。因此，那埋

葬基督身体的坟墓，是祂进入永恒不朽的荣耀之门，那里充满了圣灵赐生命的香气。 

 

诗 16:11 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Du wirst mir kundtun den Weg des Lebens; Fülle von Freuden ist vor deinem Angesicht, Lieblichkeiten in 

deiner Rechten immerdar. 

• 大卫再次确认上一节的论述，并解释上帝如何使他脱离永死的捆绑，就是上帝必引导他最终安全地进入

永恒、丰盛，及美善的天国。 

• 生命的道路： 

o 这诗篇的信息主要是提到，信徒与拜偶像之人最终结局的区别。因此，上帝只赐给祂儿女的恩

典，是大卫在这里所赞美与赞扬的“生命之道路”，它是属于一种永恒不朽的福份，是最美好的幸

福和快乐。  

• 在你面前： 

o 这可以被理解为，上帝看见我们，以及我们看见祂的面容。基于上帝父亲般的慈爱，祂会主动寻

找我们，并向我们彰显祂慈祥的面容，好让我们感受到祂对我们的喜悦。 

• 满足的喜乐： 

o 这是对比世界所给予瞬间即逝的满足感，也就是世人恒久的不满足、饥渴，及绝望的光景。 

o 大卫强调，在人心里真实及稳固的喜乐，唯独在上帝里获得，所以除了蒙上帝恩典拯救的教会以

外，没有其他的人，可以真实地体验到这种喜乐和幸福。   

• 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o 大卫以右手表达上帝永恒不变的心意，就是祂要将极大的福乐赐给我们，这福乐足以填满整个世

界，并胜过世界所能给予人的满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