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詩篇 (Psalms)

16 : 1 - 11

突破困境的關鍵
The Key to Breaking Through the Dilemma



1.（大卫的金诗。）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

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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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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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

你为我持守。

6.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

实在美好。

7.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

警戒我。

8.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

不致摇动。



9.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

安然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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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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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忍尼辛：俄羅斯的良
心 (1970年諾貝爾文學
獎獲得者)

(Alexander Solzhenitsyn 

1918－2008)



诗篇第16篇是描述大卫在人
生的困境当中，他怎么样去
回应神与倚靠神？诗篇16篇
一开始就写到这是大卫的「
金诗」，也就是大卫写的一
篇如同黄金一般珍贵的诗篇
。



大卫写得如此深刻、触动人
心，且结局是非常的喜乐与
蒙神的祝福；我们会以为这
篇鼓舞人心的诗篇，一定是
在大卫作王、有着丰功伟绩
的时候写的；但事实上却不
是如此。反而是大卫被扫罗
王追杀，在旷野逃亡的时候
，在那种朝不保夕的情况下
写下了诗篇16篇。



当我们在安乐、富足、健康
的时候，我们感谢赞美神不
会太难；但是在我们感到很
困窘、贫穷，或者疾病缠身
的时候，我们在那个时候还
能感谢神、倚靠神吗？这可
能是我们人生很大的挑战。

特别在目前疫情十分严峻的
时刻，我们更需要来倚靠神
与仰望神。



「（大卫的金诗。）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

靠你。」

(詩篇 16 : 1)

大卫在最困难的处境里面，他第一个反应就是来
「求告神」，也就是在他困难的处境里面来「倚靠
神」。



大卫到底怎么样来倚靠神来突破困境呢？我们在诗

篇16篇里可以归纳出三个很重要大卫的态度，也是

他突破困境的关键。

(一) 绝对信任神的良善

(二)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

(三) 愿意顺从神的指教



(一 ) 绝对信任神的良善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当我
们在一个困境中，在人生的
挫折与低潮的时候，我们还
能够信任「神的良善」吗？
我想这是一个很挑战的事。



(一 ) 绝对信任神的良善

很多人常说：「神啊！你在
哪里呢？祢为什么让我遇到
这么痛苦的事情？祢如果是
良善的神，就不会让我遇到
这么不好的事情。」太多的
人就是这样的反应，因此，
他们不能相信神是一位良善
的神。



(一 ) 绝对信任神的良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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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篇 16 : 2)



(一 ) 绝对信任神的良善

「你是我的主」这句话在旧约时代的以色列百姓中

很少人这样说，在当时的处境里，他们最常说的是

「祢是以色列的神」，或者「祢是亚伯拉罕、以撒

、雅各的神」，顶多是说「祢是我们的神」；可是

很少人说「祢是我的神」、「祢是我的主」。这代

表说大卫跟上帝之间，有一种很个人亲密的关系。



(一 ) 绝对信任神的良善

大衛認識這位神是慈愛的，是充滿憐憫的，這位神是公

義的、是聖潔的，最重要的這位神是「良善的神」，祂

是愛我、對我好的。當我們在平安、順境時我們對神這

樣的認知是容易的；但是在人生的低潮、困境，甚至生

命不保的時候，我們是否還能對「神的良善」有這麼大

的信心嗎？大衛有。而且他絕對信任「神的良善」。



(一 ) 绝对信任神的良善

「各樣美善的恩賜和各樣全備的賞賜，都是從上頭

來的。」

(雅各書 1 : 27)

大衛說：「神啊！我相信你的美善，我的好處不在你以

外。」這需要一個很大的信心，大衛遇到困境的時候，

他選擇相信「神的美善」。



让我们以神更宏观的角度来
看待我们生命中所经历的苦
难，我们如果用一个正确的
态度来反映它的时候，神可
以利用这个苦难和挫折，带
给我们生命中极大的祝福，
如果我们相信神是「美善的
神」，这一切的苦难将成为
我们生命的祝福。



困难与痛苦会是一个人的
「绊脚石」，还是一个人
的「踏脚石」？

关键就在于他如何面对这
个困境，大卫选择让困难
成为他的「踏脚石」，而
不是「绊脚石」。





(一 ) 绝对信任神的良善

「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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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篇 16 : 3-4)

大卫在人生的困境中，他相信神的美善，他的好处不在

神以外，而且他追求属灵的好处，他把自己放在神的圣

民当中，他跟那些认识神的圣徒在一起，就能蒙受祝福

。



(一 ) 绝对信任神的良善

大卫要得到属灵的好处，他
的属灵好处在哪里？「在神
的圣民当中、在神的百姓当
中。」当人遇到困境或挫折
时就离开教会，他们就离开
了神的圣民与神的百姓，这
是非常可惜的事。按照今天
来说，就是神的百姓与圣民
需要过着「教会生活」。



(二 ) 耶和華成為我的產業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

你为我持守。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

；我的产业实在美好。 」

(诗篇 16 : 5-6)

大卫在描述不管我们人生中经历到多大的苦难与挫

折，上帝给我们一个荣美的产业。



(二 ) 耶和華成為我的產業

大衛知道生命中優先次序很
重要，他先把耶和華當作祂
的產業，他深知得著了神就
得著了一切；如果不將神放
在我們生命中優先次序，即
使我們得著了世界上的一切
，最後也是歸零、歸於無有
。



(二 ) 耶和華成為我的產業

到底什麼是大衛的產業？從
大衛的一生來看，他經歷諸
多的危難，但是因為他有神
與他同在，所以神都保守他
十分地平安。大衛所建立的
以色列國在當時是最強盛的
，他在位的時候周邊的國家
都向他朝貢，他沒有打不敗
的敵人。



(二 ) 耶和華成為我的產業

所羅門王更奠基在大衛的基
礎，把以色列帶到歷史上從
來沒有過的輝煌時期。在以
色列的歷史當中，大衛是一
位非常成功的國王，這就是
為什麼以色列的國旗的標誌
就是「大衛之星」，所以我
們不難想到以色列百姓對大
衛的尊崇。



(二 ) 耶和華成為我的產業

大衛寫出了許多一篇又一篇
動人的詩篇，在聖經的詩篇
150篇裡面幾乎有一半的篇幅
都是大衛寫的。在這些動人
的詩篇中，流露出大衛對神
殷切的渴慕和敬拜，在這些
詩篇中也深刻地表達出大衛
跟神之間美好親密的關係；
這一切也成為大衛的產業。



(二 ) 耶和華成為我的產業
大衛對我們的最大影響是他人
生對神的認識和經歷，還有他
寫下來的詩篇，還有大衛建造
的以色列國被預表成「基督的
國度」；更重要的是，大衛承
受了成為彌賽亞祖先的應許與
祝福，所以聖經中提到那一位
要來的耶穌基督彌賽亞，是大
衛的後裔，這一切讓大衛在永
恆的歷史裡面佔著重要的地位
，是無法抹滅的。



(二 ) 耶和華成為我的產業

当我们说到产业的时候，人们看到的是财产或有形

的资源，但是从神来看，真正的产业是你跟神之间

真实的关系，还有随着这关系而带来永恒的影响力

。很多时候我们生命中的困境是因为担忧物质的缺

乏，或是在追求这些物质的产业中产生许多困境；

然而，神并不要我们去承担那样子的压力和痛苦所

带来的困境。



(二 ) 耶和華成為我的產業

耶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因此，许多的困境并不是神要我们去承担的。造

成此困境是因为我们不以「耶和华为产业」，而以

追求人生的梦想为产业，难怪我们的愁苦会加增。

当我们愿意放下自己对产业的追求，转而追求神、

更认识神，以耶和华为我们的产业，而活在轻省与

安息之中。



(三 ) 願意順從神的指教

「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

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

，我便不致摇动。」 (诗篇 16 : 7-8)

大卫无论在平顺或困境中常常将「耶和华神摆在他面前

」，意思是说他常常去询问神、亲近神，他常常问神：

「我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调整的，我有没有什么地方需

要被你来提醒的？」请你警戒我，请你指教我。



很多時候我們堅持在自己的
看法與想法之中，但是神常
常讓我們在困境、痛苦中，
神才有機會讓我們重新的反
思：「我們人生到底有沒有
什麼地方需要調整？」

著名的基督徒文學家魯益斯
(C. S. Lewis) 說：「痛苦是上
帝的麥克風。」



让我们学习一个很宝贵的功
课，就是随时随刻向那位指
教我们的神祷告、求问，祂
一定会引导、指教我们当选
择的道路，甚至借着异象、
异梦来引导我们，因为诗篇
16:7节经文说到：「我必称
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
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





(三 ) 願意順從神的指教

「我尋得耶西的兒子大衛，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

事要遵行我的旨意。……大衛在世的時候遵行了神

的旨意，就睡了。」

(使徒行傳 13 : 22, 36)



(三 ) 願意順從神的指教

大衛這一生只有一件事情，他很想知道神的旨意是

什麼？並且他凡事想要遵行神的旨意。事實上，大

衛不是一個完美的人，大衛的一生犯過很多的過犯

，但是神竟然蓋棺論定說：「這個人的一生是願意

在凡事上面，想要遵行我的旨意的人。」



(三 ) 願意順從神的指教

我們也不完美，我們的一生也犯過許多的錯誤，但是

如果我們願意像大衛一樣，我們常常詢問神，求神指

教我們，常常求神警戒我們的心，我們如果有這樣子

的態度，那麼我們在困境當中，神要使我們像大衛一

樣宣告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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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16:8-9) 這是一

個身、心、靈完全的喜樂、自由和平安的境界。



(三 ) 願意順從神的指教

一個困境有可能使一個人絆跌，從此一蹶不振；或

者一個困境使一個人學到很多寶貴功課，透過這個

困境神教導他、警戒他、引導他，成為他人生的踏

腳石，使他的生命又被提升到另一個境界。

困境只會帶來這兩個結果，請問你要使困境成為你的「

絆腳石」，還是成為你的「踏腳石」？這個關鍵就在於

我們是否有一顆謙卑的心來學習聆聽神的聲音，隨時接

受神的指教與提醒。



(三 ) 願意順從神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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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篇 16 : 10-11)

這句話也被運用在耶穌的身上，耶穌被釘十架埋葬後，

第三天從死裡復活，遙遙應驗了大衛在舊約時期透過這

個預言指向了耶穌基督，因此，這篇詩篇也被稱為彌賽

亞詩。



結論

大衛能突破他生命中困境的重要三個關鍵：

(一) 绝对信任神的良善

(二)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

(三) 愿意顺从神的指教



結論

我們真的不知道我們人生在世還有多長的歲月，我們也不

了解許多事的奧秘，為什麼在人生中會有這麼多痛苦？

為什麼我們會遇到這樣的事情？但是如果我們信任神的

良善，我們以神為我們人生中最大的產業，而且我們謙

卑自己聆聽神的教導，順服神的引導，那麼我們必進入

豐盛之地。在今生進入豐盛之地，在來世必得永遠的福

樂。所以，求神幫助我們苦難、困境可以成為我們人生

最大的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