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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課﹕耶和華是我的牧者 
 
I.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The LORD is my shepherd （H7462﹕ָרָעה） 

A. 「牧人」這字在舊約聖經145 節經文中出現了176 次 
� 創四2（keeper）、四十九24（以色列的磐石），民廿七17（只有耶和華

是牧人），士十四20（朋友），詩廿八9（扶持他們的）、卅七3
（cultivate faithfulness）、七十八72（引導）、八十1（是帶領的王），賽
十一7、六十五25（平安）、四十11（gather, carry and lead）、結卅四7、9
（聆聽上帝的話），卅四13、14、15、16、24（喂養），彌五4（依靠
耶和華的）、七14（使用杖），番二6、7、三13（記念餘民 remnants） 

B. 詩篇廿三是我們最熟悉的，也是我們最喜愛的詩歌 
 

1  〔大衛的詩。〕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2  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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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uce  Waltke 

 

 A psalm of David. 

23:1  I AM is my shepherd, 
I do not want. 

23:2  In green pastures he allows me to rest; 
by choice watering places he leads me. 

23:3  My vitality he restores; 
he leads me in paths of righteousness for his name’s sake. 

23:4  Even though I walk in a dark ravine, 
I do not fear evil, for you are with me; 
Your rod and your staff, they comfort me. 

23:5  You prepare before me a table in the presence of my enemies; 
You anoint with oil my head; my cup overflows. 

23:6  Surely goodness and kindness will pursue me all the days of my life, 
and I will return to dwell in the house of I AM 
for endless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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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結構﹕好像一套歌劇，詩廿三可以分為三幕 
� 第一幕（詩廿三1-4）﹕上帝是牧羊人、我們是羊、在草場和水邊、有

杖和竿 
� 第二幕（詩廿三5）﹕上帝是主人，為我們預備筵席、祂用油膏我們、

有敵人在旁 
� 第三幕（詩廿三6）﹕回到現在和瞳景將來 

 
II. 解釋 

A. 詩廿三1-4 
�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所以「我必不至缺乏」抑或“I do not want”？ 
� “I do not want”，因為有上帝的供應 

− 食物和安息（food and rest）﹕廿三2 
− 帶領、指引（guidance）﹕廿三3 
− 保護（protection）﹕廿三4 

� 要走路就先要甦醒；是上帝叫我們醒過來、是上帝帶領 我們走 
� 上帝用甚麼安慰我們呢？它們如何安慰我們呢？ 

− Stoebe (TLOT) explains: that comfort, if necessary and possible, includes real 
assistance. . . . This concrete assistance probably also provides the background for 

understanding Psalm 23:4 
� 你覺得上帝的杖和竿在你的生命中有何重要？ 
 

你們又忘了那勸你們如同勸兒子的話、說、『我兒、你不可輕
看主的管教、被他責備的時候、也不可灰心．因為主所愛的他
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納的兒子。』你們所忍受的、是上帝管
教你們、待你們如同待兒子．焉有兒子不被父親管教的呢。管
教原是眾子所共受的、你們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兒子
了。      【來十二5-8】 

 
B. 詩廿三5 

� 上帝的筵席﹕為甚麼是在敵人面前擺的呢？ 
� 上帝用油膏我們的頭﹕不是揀選的意思、乃是醫治和恢復之意 
� 福杯滿溢﹕以豐富的筵席來形容上帝豐盛的恩典 
 

C. 詩廿三6 
� 現在﹕「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 

− 「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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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ness and kindness （hesed） 
Waltke explains that hesed essentially means “help to the needy” and has no precise 

English equivalent. It refers to a situation where a needy partner depends on another 

for deliverance, and the deliverer does so freely out of all his fine spiritual and 

sensitive instincts (i.e. kindness, mercy, love, and loyalty). 

− 「隨著」 
� 意思是 to hunt down or to pursue，用在這裏是很特別的 
� 李思敬有很生動的描繪 

原文的動詞不是「追隨」，乃是「追殺」；這與近東的文化典
故有密切關係。有人在沙漠中被一大群仇敵追殺，他幸運地受
到一帳蓬的主人收留，並設筵席款待。根據近東的習俗，這廿
四小時內，追殺人的不得有任何行動。一日之後，他又開始發
命狂奔。不料回頭一看，窮追不捨的原來是上帝的良善與信
實。在我們的生命中，有多少回這樣的虛驚？多少次我們誤以
為是詛咒，其實是上帝化妝的祝福。 

 
− 「一生一世」 

� 有甚麼是「一生一世」的呢？ 
� 舊約聖經也有這樣的意思﹕「終身」 

又對亞當說、你既聽從妻子的話、喫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喫的那
樹上的果子、地必為你的緣故受咒詛．你必終身勞苦、纔能從
地裡得喫的。地必給你長出荊棘和蒺藜來、你也要喫田間的菜
蔬。你必汗流滿面纔得糊口、直到你歸了土、因為你是從土而
出的．你本是塵土、仍要歸於塵土。 【創三17-19】 

 
− 這跟大衛的經歷有何相相似的地方呢？ 
− 不要看錯了上帝的恩慈（當中可能是化妝的祝福） 

� 將來﹕「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 
 
III. 小組禱讀﹕詩篇廿三 
 
IV. 功課 

A. 思想「耶和華尼西」、耶和華是我旌旗（banner） 
B. 旌旗在你生命中曾經幫助你嗎？ 
C. 細讀出埃及記十七章（出十七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