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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23篇

• CUS  Psalm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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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使我的靈魂蘇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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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 23:1-6 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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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S  Numbers 10:33 以色列人離開耶和華的山，往前行了三天的路程。耶和
華的約櫃在前頭行了三天的路程，為他們尋找安歇<04496>的地方。
• CUS  Deuteronomy 12:9 因為你們還沒有到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的安息
<04496>地，所給你的產業。
• CNVS  Isaiah 32:18 那時，我的子民必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穩的住處，不受騷
擾的<07600>安息之處<04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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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
領我在可安歇的<04496>水邊。

ְמנּוָחה <04496> or  )
menuchahְמנָֻחה or menuchah) 
(629d)
Meaning: resting place, rest
Origin: fem. of 4494

ָמנֹוחַ (  <04494> manoach )
(629d(
Meaning: a resting place, 
state or condition of rest
Origin: from 5117

• CNVS  Genesis 8:9 因為遍地都是水，那鴿子找不著歇<04494>腳的地方，就回到挪亞的方舟那裡；於
是，挪亞伸出手去，把鴿子接進方舟裡來。
• CNVS  Ruth 3:1 路得的婆婆拿俄米對她說：“女兒啊，我不是應當為你找個歸宿<04494>，使你得到幸
福嗎？
• CUS  Ruth 3:1 路得的婆婆拿俄米對她說，女兒阿，我不當為你找個安身之處<04494>，使你享福嗎？

נּוחַ (  <05117> nuach( )628a(
Meaning: to rest
Origin: a prim. root

• CUS  Genesis 2:15 耶和華神將那人安置<05117>在伊甸園，使他修理看守。
• CUS  Exodus 20:11 因為六日之內，耶和華造天，地，海，和其中的萬物，第七日便安息<05117>，所以耶和華賜福與安
息日，定為聖日。
•
• CUS  Exodus 33:14 耶和華說，我必親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05117>。
• CNVS  Joshua 1:13 “你們要記住耶和華的僕人摩西吩咐你們的話：‘耶和華你們的 神賜你們安息<05117>，他必把這地
賜給你們。’
• CUS  Joshua 1:13 你們要追念耶和華的僕人摩西所吩咐你們的話說，耶和華你們的神使你們得享平安<05117>，也必將
這地賜給你們。



他使我的靈魂蘇醒<07725>(Polel/Piel)，
為自己的名引導<05148>(Hiphil)我走
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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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שּוב(  <07725> shub( )996d(
Meaning: to turn back, return
Origin: a prim. root

<07725> (Turn back) 的幾種用法：
1. 由死複生；
2. 由局部到整體；
3. 多次重複
4. 悔改

• CUS  1 Kings 17:21 以利亞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求告耶和華說，耶和華我的神阿，求你使這孩子的
靈魂仍入<07725>他的身體。

• CNVS  2 Samuel 12:23 現在他死了，我為甚麽還要禁食呢？我還能使他回來<07725>嗎？我要到他
那裡去，他卻不能回到<07725>我這裡來。”

• CNVS  1 Kings 13:6 王對神人說：“求你為我向耶和華你的 神求情，又為我禱告，使我的手復原。”
於是神人向耶和華求情，王的手就複了原<07725>，像起先一樣。

• CUS  Ezekiel 8:17 他對我說，人子阿，你看見了嗎？猶大家在此行這可憎的事還算為小嗎？他們在
這地遍行強暴，再三<07725>惹我發怒，他們手拿枝條舉向鼻前。

• CNVS  Jeremiah 15:19 因此，耶和華這樣說：“如果你回轉<07725>，我必讓你回來<07725>，你
就可以侍立在我面前。如果你說寶貴的話，不說無價值的話，就必作我的口。他們要歸向<07725>你，
你卻不要歸向<07725>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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לְַ(  <06757> ָמֶותצ  tsalmaveth( )853c(
Meaning: death-like shadow, deep shadow
Origin: from 6738 and 4194
Usage: black gloom(1), dark(1), deep darkness(6), 
deep shadow(4), shadow of death(4), thick 
darkness(2).

• CUS  Psalm 23:4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06757>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
安慰我。

• KJV  Psalm 23:4 Yea, though I walk <03212> (08799) through the valley <01516> of the shadow of death 
<06757>, I will fear <03372> (08799) no evil <07451>: for thou art with me; thy rod <07626> and thy 
staff <04938> they comfort <05162> (08762)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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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צל(  <06738> tsel( )853b(
Meaning: a shadow
Origin: from 6751
Usage: protection(4), shade(15), 
shadow(30), shelter(m)(1).

ָמֶות(  <04194> maveth( )560c(
Meaning: death
Origin: from 4191

CUS  Psalm 107:10 那些坐在黑暗中死蔭<06757>裡的人，被困苦和鐵鍊捆鎖，
NAS  Psalm 107:10 There were those who dwelt <03427> in darkness <02822> and in the shadow 
<06757> of death <06757>, Prisoners <0615> in misery <06040a> and chains <01270>,

CUS  Jeremiah 2:6 他們也不說，那領我們從埃及地上來，引導我們經過曠野，沙漠有深坑之地，和乾旱死蔭<06757>，
無人經過，無人居住之地的耶和華在哪裡呢？

KJV  Jeremiah 2:6 Neither said they, Where is the LORD that brought us up out of the land of Egypt, that 

led us through the wilderness, through a land of deserts and of pits, through a land of drought, and of the 

shadow of death<06757>, through a land that no man passed through, and where no man dwelt? (Jer. 

2:6 KJV)

死蔭的幽谷: 是指屬靈層面還是指物質層面？



• CUS  Psalm 23:4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06757>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
都安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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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蔭的幽谷: 是指屬靈層面還是指物質層面？



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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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KJV  Psalm 23:5 Thou preparest a table before me in the presence of mine enemies: thou anointest
my head with oil; my cup runneth over.

• NAS  Psalm 23:5 Thou dost prepare a table before me in the presence of my enemies; Thou hast 
anointed my head with oil; My cup overflows.

• NIV  Psalm 23:5 You prepare a table before me in the presence of my enemies. You anoint my head 
with oil; my cup overf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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ἐλίπανας ἐν ἐλαίῳ τὴν κεφαλήν μου καὶ τὸ ποτήριόν σου μεθύσκον ὡς κράτιστον (Ps. 

22:5 BGT) 

anoint         in olive-oil   the      head        my   and  the   cup         your  make drunk that    good 

                                               (Ps. 23:5 WTT) 
      Overflow cup-of-me    head-of-me with-the-oil   you-anoint 

       满溢      我的杯     我的头       用油         你膏了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
慈愛隨著我
• CUS  Psalm 23:6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02896>慈愛<02617>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
直到永遠。

• NAS  Psalm 23:6 Surely goodness<02896> and lovingkindness will follow me all the days of my 
life, And I will dwell in the house of the LORD for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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ט  ( <02896> tob( )375a(

Meaning: a good thing, 

benefit, welfare

Origin: from 2895

ד( <02617> ח    chesed( )338c(

Meaning: goodness, kindness

Origin: from 2616a

CUS  Genesis 1:4 神看光是好的<02896>，就把光暗分開了。
NAS  Genesis 1:4 And God saw that the light was good<02896>; and God 

separated the light from the darkness.

CUS  Hebrews 5:14 惟獨長大成人的，才能吃乾糧，他們的心竅，習練得通達，就能分辨好<2570>歹了。
NAS  Hebrews 5:14 But solid food is for the mature, who because of practice have their senses trained to 

discern good<2570> and evil.
<2570> καλός (kalos)

Meaning: beautiful, good

Origin: a prim. word

CUS  Genesis 2:9 耶和華神使各樣的樹從地裡長出來，可以悅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園子當中又有生命
樹和分別善<02896>惡的樹。
NAS  Genesis 2:9 And out of the ground the LORD God caused to grow every tree that is pleasing to the sight and 

good for food; the tree of life also in the midst of the garden, and the tree of the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

• CNVS  Psalm 23:6 我一生的日子，必有恩惠慈愛緊隨著<07291>
我；我也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

• CUS  Psalm 23:6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07291>我。我且
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

• NAS  Psalm 23:6 Surely goodness and lovingkindness will 
follow<07291> me all the days of my life, And I will dwell in the 
house of the LORD for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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ף( <07291> ד    radaph( )922c(
Meaning: to pursue, chase, persecute

Origin: a prim. root

Usage: chase(6), chased(5), chases(1), follow*(1), 

follow(3), follows(1),

• CUS  Deuteronomy 28:22 耶和華要用癆病，熱病，火症，瘧疾，刀劍，旱風
（或作乾旱），黴爛攻擊你。這都要追趕<07291>你，直到你滅亡。 (Deut. 
28:22 CUS)
• CUS  Deuteronomy 28:45 這一切咒詛必追隨你，趕上<07291>你，直到你
滅亡。因為你不聽從耶和華你神的話，不遵守他所吩咐的誡命律例。 (Deut. 
28:45 CUS)



他使我的靈魂蘇醒<07725>，
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

• CNVS  Psalm 23:6 我一生的日子，必有恩惠慈愛緊隨著我；我也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

• CUS  Psalm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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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SV  Psalm 23:6 Surely goodness and mercy shall follow me all the days of my life, and I shall dwell in the house of 
the LORD forever.

• KJV  Psalm 23:6 Surely goodness and mercy shall follow me all the days of my life: and I will dwell <03427> in the 
house of the LORD for ever.

• NAS  Psalm 23:6 Surely goodness and lovingkindness will follow me all the days of my life, And I will dwell<03427> in 
the house of the LORD for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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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שּוב(  <07725> shub( )996d(
Meaning: to turn back, return
Origin: a prim. root

Days   for-length-of  Yahweh  in-house-of  and-I-shall-return

ב(  <03427> ָיׁש  yashab( )442a(
Meaning: to sit, remain, dwell
Origin: a prim. root

<07725>



詩篇23篇重點: 對我們基督徒而言，無論我們今生經歷怎樣的情況——
順境或逆境，富足或貧窮，健康或疾病，生或死——上帝都一直在看顧
我們，保護我們，他是我們最值得信賴的，因為他是良善的，他愛我們。

• CUS  Psalm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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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使我的靈魂蘇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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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 23:1-6 CUS)

12



詩篇23篇
每日读经分享

1/8/2023-1/14/2023



1/8/2023 每日读经分享 可安歇的水边   

 

CUS  Psalm 23:1 （大卫的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2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04496>水边。 

 3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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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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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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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 23:1-6 CUS) 

 

诗篇23篇是大家都很喜欢读的一首诗篇，是大卫写的。大卫小时候的工作是放羊，所以他以牧者和羊群的

关系来描述耶和华神和他的百姓的关系是很自然的。 

 

诗篇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解读。我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其中的一个字：“可安歇的”, 这个希伯来字的Strong编

号是<04496>。这个字多次出现在旧约圣经中，例如： 
CUS  

Numbers 10:33 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往前行了三天的路程。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了三天的路

程，为他们寻找安歇<04496>的地方。 
CUS  

Deuteronomy 12:9 因为你们还没有到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安息<04496>地，所给你的产业。 
CNVS  

Isaiah 32:18 那时，我的子民必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稳的住处，不受骚扰的<07600>安息之处

<04496>。 

 

<04496>这个字来源于<04494>。我也把<04494>字出现的经文列举几处： 

 
CNVS  

Genesis 8:9 因为遍地都是水，那鸽子找不着歇<04494>脚的地方，就回到挪亚的方舟那里；於是，

挪亚伸出手去，把鸽子接进方舟里来。 
CNVS  

Ruth 3:1 路得的婆婆拿俄米对她说：“女儿啊，我不是应当为你找个归宿<04494>，使你得到幸福吗？ 
CUS  

Ruth 3:1 路得的婆婆拿俄米对她说，女儿阿，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04494>，使你享福吗？ 

 

<04494>这个字又是来源于<05117>这个字： 
CUS  

Genesis 2:15 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05117>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 
CUS  

Exodus 20:11 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05117>，所以耶

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 

 
CUS  

Exodus 33:14 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05117>。 
CNVS  

Joshua 1:13 “你们要记住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吩咐你们的话：‘耶和华你们的 神赐你们安息<05117>，

他必把这地赐给你们。’ 
CUS  

Joshua 1:13 你们要追念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话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得享平安

<05117>，也必将这地赐给你们。 

 



由以上这些经文我们可以看出，神造人，把人“安置”在伊甸园，那时人还没有犯罪，在伊甸园中，处于

一种“安息”的状态，“得享平安”的状态，也就是人与神的关系处于一种合宜的状态。然而当人犯罪之

后，被神逐出伊甸园，神和人之间合宜的关系被破坏了，人不再处于一种“安息”“得享平安”的状态，

而是处于一种不安的状态: “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创世纪3:17)。然而神的心意还是愿意与

人同在，愿意重新建立与人之间那和谐的关系，让人重新回到他的乐园，让人再次得享安息，得享与神同

在的平安和喜乐。神早已经准备好了对人类的救赎计划: 在时候满足的时候，他就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

督来到这个世界，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作了挽回祭，完成了神的救赎计划，建立了我们

重新回到神家的道路。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我们救主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我们人的一生寻寻觅觅，从中国来到美国，读完硕士读博士，然而哪里是我们的安歇之地呢？只有我们的

心灵回到神的家中，回到神的怀抱里，回到最终的港湾，让神自己填满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内心才能得到

真正的安息，真正的满足，我们的内心也才能有真正的平安。 

  



1/13/2023 每日读经分享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 

 

CUS  Psalm 23:1 （大卫的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2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 水边。 

 3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07725>，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 

 4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06757>幽谷<01516> ，也不怕遭害<07451>。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

竿，都安慰我。 

 5 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06186>筵席。你用油膏了<01878>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 

 6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02896>慈爱<02617>随着<07291>我。我且要住在<03427>耶和华的殿中，直

到永远。 (Ps. 23:1-6 CUS) 

 

诗篇23篇第3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这句话我们都很熟悉，也都能背下来。然

而值得我们再更深地思考一下，这里的“苏醒”<07725>这个词到底是指什么？当我们看到这个词时当如

何理解？当然这个词的原意是“归回，返回，复原”的意思 (to turn back, return), 然而在不同的上下文中

有不同的翻译。 

 

首先我们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词在旧约圣经中其它地方的用法。例如在列王纪上17章21节中，以利亚为那个

寡妇病死的儿子所做的祷告： CUS  1 Kings 17:21 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

的神阿，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仍入<07725>他的身体。 

 

再例如撒母耳记下12章,耶和华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使他得重病, 大卫禁食为这孩子祷告，恳

求神，然而到了第七天，这个孩子还是死了，在第23节大卫说：CNVS  2 Samuel 12:23 现在他死了，我为

甚麽还要禁食呢？我还能使他回来<07725>吗？我要到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到<07725>我这里来。” 

 

从以上经文我们可以看出，这里“返回”<07725>是指从死的状态下“返回”，回到活的状态。这个词也

用在属灵的层面，描述人“回转”向神，例如在耶利米书15章19节：CNVS  Jeremiah 15:19 因此，耶和华

这样说：“如果你回转<07725>，我必让你回来<07725>，你就可以侍立在我面前。如果你说宝贵的

话，不说无价值的话，就必作我的口。他们要归向<07725>你，你却不要归向<07725>他们。 

 

参考上边这几节经文中<07725>这个词的用法，再来理解“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中的“苏醒”这个词，我

们就可以知道，这里“苏醒”有从死返回活的意思，当然是属灵层面的死和活，指的是我们灵命的活：当

我们再次和神的生命有了连接后，我们就“苏醒”了。就不再是处于死亡的状态。就如最早在伊甸园中人

和神本来是和谐美好的关系，结果因为亚当犯罪，和神的关系就断绝了，我们每个人生下来的时候也是这

样的状态，活在罪的权势下，所以，当我们悔改信耶稣之后，我们就靠着耶稣和神重新建立起了连接，

“返回”到神的身边，有了新生命，出死入生，使我们原来处在死亡状态的生命重新活过来。这也可以对

应于我们新约中所提到的因信称义，重生得救—这是对“苏醒”这个词的基本理解。 

 



这个词不仅仅可以用在描述整个人的状态，如上边经文所提到的人的由死回生，也可以用来描述人体的一

部分功能的“返回，恢复”。例如在列王记上13章，耶罗波安王听见神人向伯特利的坛所呼叫的话，就从

坛上伸手，说，拿住他吧。王向神人所伸的手就枯干了，不能弯回。 (1 Ki. 13:4 CUS) CNVS  1 Kings 13:6 

王对神人说：“求你为我向耶和华你的 神求情，又为我祷告，使我的手复原。”於是神人向耶和华求

情，王的手就复了原<07725>，像起先一样。 

 

我最近也有类似的体验，原因是因为去年化疗药物副作用的关系，最近一两个月开始感觉脚前半部发麻。

如何使功能“恢复”，是我要面对的功课。由此我想到我的属灵生命，虽然有了新生命，然而四肢是否都

健康？是否都能正常工作？耶稣说：8 倘若你一只手，或是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

手，或是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 9 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剜出来

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 (Matt. 18:8-9 CUS) 若是我们愿意靠着

神的大能，让我们麻木的肢体“返回”，“苏醒”，恢复正常功能，把自己当作活祭，全然献给神，让神

使用，岂不是更合神的心意？ 

 

所以前面由死返生是重生得救，因信称义，那么“苏醒”在这里也有“成义/成圣”的意思—我们受洗只是

开学典礼，而不是毕业典礼，我们成为基督徒后，仍然要靠着神的大能，要不断地被神“苏醒”，让我们

不断长大成人，越来越有主耶稣基督丰满的身量。 

 

关于“苏醒”这个词中所包含的“不断地”这个意思，圣经中也有用到。例如在以西结书8章17节，神对犹

大百姓“再三”惹神发怒很生气，其中“再三”这个词就是“苏醒”<07725>这个词： CUS  Ezekiel 8:17 

他对我说，人子阿，你看见了吗？犹大家在此行这可憎的事还算为小吗？他们在这地遍行强暴，再三

<07725>惹我发怒，他们手拿枝条举向鼻前。 

 

此外，“不断地”这层意思也可以从“他使我的灵魂苏醒<07725>”“苏醒”这个动词的变化看出来。希

伯来动词可以有不同的stem，用来表达动作强烈的程度。如“打碎”这个词若是以qal这个stem出现就是

一般的“打破”，而以piel的stem出现，就是表达强烈的动作，意思是“打成了碎片”的意思。这是希伯

来动词的独特之处，动词前边加个前缀，后边加个后缀，就可以表达动作的发出者和接受者，所以一个希

伯来动词翻译成英文或中文就有可能需要翻译成一句话。而这里“苏醒”这个词用的stem是polel, 是piel

的被动，也是表达强烈的意思，或者表达一次又一次的意思：我们的灵魂需要不断地“被(神)苏醒“。正如

罗马书12章2节所说：只要心意更新而(被神)不断地改变 (but be transformed by the renewal of your 

mind)，而不是被这世界所同化(Do not be conformed to this world)。从我自己使发麻的脚“苏醒”的

经验我也认识到，绝不是一次就能恢复，需要反复的按摩，锻炼，敲打，等等，需要不断地“被苏醒“。 

 

总之，旧约预表新约。从对“苏醒”这个词的不同角度的理解，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心意是愿意我们每个人

都能悔改，“被神所苏醒”，和神建立美好的合宜的关系，并且继续和神连接，时时刻刻被圣灵充满，属

灵生命不断健康成长，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 荣神益人。 

 



 

参考经文： 

 

CNVS  1 Kings 17:21 然後，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向耶和华呼求说：“耶和华我的 神，求你恢复

这孩子的生命吧。” 

CUS  1 Kings 17:21 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阿，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仍

入<07725>他的身体。 

ESV  1 Kings 17:21 Then he stretched himself upon the child three times and cried to the LORD, "O 

LORD my God, let this child's life come into him again." 

KJV  1 Kings 17:21 And he stretched <04058> (08709) himself upon the child <03206> three 

<07969> times <06471>, and cried <07121> (08799) unto the LORD <03068>, and said <0559> 

(08799), O LORD <03068> my God <0430>, I pray thee, let this child's <03206> soul <05315> 

come <07725> <00> into him <07130> again <07725> (08799). 

NAS  1 Kings 17:21 Then he stretched <04058> himself upon the child <03206> three <07969> 

times <06471>, and called <07121> to the LORD <03068>, and said <0559>, "O LORD <03068> 

my God <0430>, I pray <04994> Thee, let this <02088> child's <03206> life <05315> return 

<07725> to him." 

 

 

CNVS  2 Samuel 12:23 现在他死了，我为甚麽还要禁食呢？我还能使他回来<07725>吗？我要到他那里

去，他却不能回到<07725>我这里来。” 

CUS  2 Samuel 12:23 孩子死了，我何必禁食，我岂能使他返回呢？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我这里

来。 

ESV  2 Samuel 12:23 But now he is dead. Why should I fast? Can I bring him back again? I shall go 

to him, but he will not return to me." 

NAS  2 Samuel 12:23 "But now <06258> he has died <04191>; why <04100> should I fast 

<06684>? Can <03201> I bring <07725> him back <07725> again <05750>? I shall go <01980> 

to him, but he will not return <07725> to me." 

 

CNVS  Jeremiah 15:19 因此，耶和华这样说：“如果你回转<07725>，我必让你回来<07725>，你就可

以侍立在我面前。如果你说宝贵的话，不说无价值的话，就必作我的口。他们要归向<07725>你，你却不

要归向<07725>他们。 

CUS  Jeremiah 15:19 耶和华如此说，你若归回，我就将你再带来，使你站在我面前。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

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 



ESV  Jeremiah 15:19 Therefore thus says the LORD: "If you return, I will restore you, and you shall 

stand before me. If you utter what is precious, and not what is worthless, you shall be as my 

mouth. They shall turn to you, but you shall not turn to them. 

KJV  Jeremiah 15:19 Therefore thus saith <0559> (08804) the LORD <03068>, If thou return 

<07725> (08799), then will I bring thee again <07725> (08686), and thou shalt stand <05975> 

(08799) before <06440> me: and if thou take forth <03318> (08686) the precious <03368> from 

the vile <02151> (08802), thou shalt be as my mouth <06310>: let them return <07725> (08799) 

unto thee; but return <07725> (08799) not thou unto them. 

NAS  Jeremiah 15:19 Therefore <03651>, thus <03541> says <0559> the LORD <03068>, "If 

<0518> you return <07725>, then I will restore <07725> you-- Before <06440> Me you will 

stand <05975>; And if <0518> you extract <03318> the precious <03368> from the worthless 

<02151b>, You will become <01961> My spokesman <06310>. They for their part <01992a> 

may turn <07725> to you, But as for you, you must not turn <07725> to them. 

 

CNVS  1 Kings 13:6 王对神人说：“求你为我向耶和华你的 神求情，又为我祷告，使我的手复原。”於是

神人向耶和华求情，王的手就复了原<07725>，像起先一样。 

CUS  1 Kings 13:6 王对神人说，请你为我祷告，求耶和华你神的恩典使我的手复原。于是神人祈祷耶和

华，王的手就复了原<07725>，仍如寻常一样。 

ESV  1 Kings 13:6 And the king said to the man of God, "Entreat now the favor of the LORD your 

God, and pray for me, that my hand may be restored to me." And the man of God entreated the 

LORD, and the king's hand was restored to him and became as it was before. 

KJV  1 Kings 13:6 And the king <04428> answered <06030> (08799) and said <0559> (08799) 

unto the man <0376> of God <0430>, Intreat <02470> (08761) now the face <06440> of the 

LORD <03068> thy God <0430>, and pray <06419> (08690) for me, that my hand <03027> may 

be restored me again <07725> (08799). And the man <0376> of God <0430> besought 

<02470> (08762) <06440> the LORD <03068>, and the king's <04428> hand <03027> was 

restored him again <07725> (08799), and became as it was before <07223>. 

NAS  1 Kings 13:6 And the king <04428> answered <06030a> and said <0559> to the man 

<0376> of God <0430>, "Please <04994> entreat <02470b> the LORD <03068> your God 

<0430>, and pray <06419> for me, that my hand <03027> may be restored <07725> to me." So 

the man <0376> of God <0430> entreated <02470b> the LORD <03068>, and the king's 

<04428> hand <03027> was restored <07725> to him, and it became <01961> as it was before 

<07223>. 



 

 

CNVS  Ezekiel 8:17 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吗？犹大家在这里行这可憎的事，还算小事吗？他们使

这地充满了强暴，再三<07725>惹我发怒；看哪！他们把树枝拿到自己的鼻前。 

CUS  Ezekiel 8:17 他对我说，人子阿，你看见了吗？犹大家在此行这可憎的事还算为小吗？他们在这地遍

行强暴，再三<07725>惹我发怒，他们手拿枝条举向鼻前。 

ESV  Ezekiel 8:17 Then he said to me, "Have you seen this, O son of man? Is it too light a thing for 

the house of Judah to commit the abominations that they commit here, that they should fill the 

land with violence and provoke me still further to anger? Behold, they put the branch to their 

nose. 

KJV  Ezekiel 8:17 Then he said <0559> (08799) unto me, Hast thou seen <07200> (08804) this, O 

son <01121> of man <0120>? Is it a light thing <07043> (08738) to the house <01004> of 

Judah <03063> that they commit <06213> (08800) the abominations <08441> which they 

commit <06213> (08804) here? for they have filled <04390> (08804) the land <0776> with 

violence <02555>, and have returned <07725> (08799) to provoke me to anger <03707> 

(08687): and, lo, they put <07971> (08802) the branch <02156> to their nose <0639>. 

NAS  Ezekiel 8:17 And He said <0559> to me, "Do you see <07200> this, son <01121> of man 

<0120>? Is it too light <07043> a thing <07043> for the house <01004> of Judah <03063> to 

commit <06213a> the abominations <08441> which <0834> they have committed <06213a> 

here <06311>, that they have filled <04390> the land <0776> with violence <02555> and 

provoked <03707> Me repeatedly <07725>? For behold <02009>, they are putting <07971> the 

twig <02156> to their nose <0639>. 

 

CNVS  Romans 12:2 不要模仿这个世代，倒要藉着心意的更新而改变过来，使你们可以察验出甚麽是 神

的旨意，就是察验出甚麽是美好的、蒙他悦纳的和完全的事。 

CUS  Romans 12:2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

意。 

ESV  Romans 12:2 Do not be conformed to this world, but be transformed by the renewal of your 

mind, that by testing you may discern what is the will of God, what is good and acceptable and 

perfect. 

NAS  Romans 12:2 And do not be conformed <4964> to this <3778> world <165>, but be 

transformed <3339> by the renewing <342> of your mind <3563>, that you may prove <1381a> 

what <5101> the will <2307> of God <2316> is, that which <18> is good <18> and acceptable 

<2101> and perfect <5046>. 



1/9/2023 每日读经分享 死荫的幽谷 /山谷 the valley of the shadow of death  

 

CUS  Psalm 23:1 （大卫的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2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 水边。 

 3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 

 4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06757>幽谷<01516> ，也不怕遭害<07451>。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

竿，都安慰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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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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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 23:1-6 CUS) 

 

从诗篇23篇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到第四句经文的后半句“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像是一

个大的括号，所表达的主要意思就是神和他百姓的关系就像是牧者和羊群的关系：牧者对羊群无微不至的

照顾，看管和保护。 

 

昨天分享了“可安歇的”这个词，今天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意义相反的词“死荫的”,以及“遭害”这个

词。 

如何理解诗篇23篇第4节？这是在讲我们在这世界上遭遇的苦难，甚至是像大卫那样多次面临死亡的威胁，

然而大卫却不怕遭害，因为他相信神会看顾保护和拯救他脱离各种困境？还是这第4句经文主要在讲属灵层

面上面对“死荫”，以及属灵层面上不怕“遭害”，因为神与我们同在？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让我们看看死荫的<06757>这个词在旧约圣经中其它地方是怎样用的，是用来专

门指属灵的情况，还是也可以用在实际的环境中？ 

 

从诗篇107篇第10节中的“死荫“无疑是指属灵层面的：那些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被困苦和铁链捆

锁。再例如以赛亚书9:2节：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 (Isa. 

9:2 CUS)，也是指属灵层面的“死荫”。 

 

然而当我们看耶利米书2:6节：他们也不说，那领我们从埃及地上来，引导我们经过旷野，沙漠有深坑之

地，和干旱死荫，无人经过，无人居住之地的耶和华在哪里呢？这里的“死荫”，也许可以理解为真正的

因为沙漠的干旱而带来的死亡的威胁。 

 

所以在这两句经文的背景之下，我们再看诗篇23篇第4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06757>幽谷<01516> ，

也不怕遭害<07451>，理解为属灵层面或者身体层面所面对的“死亡威胁”，好像都是说得过去的。 

 

再看第二个词“遭害”。和合本和新译本都翻译成 “不怕遭害”，而英文版本都是翻译为I will fear no 

evil<07451>。旧约圣经中类似的翻译见下：创世纪44:34节：若童子不和我同去，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

呢？恐怕我看见灾祸<07451>临到我父亲身上。 以及阿摩斯书6:3节：你们认为灾祸<07451>的日子离开



很远，你们的行为却招致残暴的审判。。虽然英文在这两处经文中仍然还是翻译成evil, 然而根据上下文，

中文翻译为“灾祸”是合宜的。 

 

所以在这两句经文的背景之下，我们再看诗篇23篇第4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06757>幽谷<01516> ，

也不怕遭害<07451>，把这evil翻译为外来的灾祸，是合宜的。而且，下面接着就是“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这也表明,当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属灵的或是身体层面的)，我们也不怕

灾祸(evil)，因为神与我们同在，神是我们的牧者，他用杖和竿保护我们—保护我们不受到外来“野兽”的

攻击。 

 

总之，若我们是在这人世间的路途上走过死荫的幽谷—身体的疾病，生意的失败，遭遇车祸等不幸的“灾

祸”，我们不害怕，因为神与我们同在。 

 

同样，若我们属灵方面陷入低潮，我们也不害怕，神必会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他会帮助我们，保护我们，

不会让我们的救恩失去。 

 

所以，不论你现在是处在何种困境，希望诗篇23篇第4节能安慰你，即便是我们每个人对经文的理解不一定

完全相同。 

 

参考经文： 

 

CUS  Genesis 44:34 若童子不和我同去，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呢？恐怕我看见灾祸<07451>临到我父亲身

上。 

 

ESV  Genesis 44:34 For how can I go back to my father if the boy is not with me? I fear to see the 

evil that would find my father." 

 

KJV  Genesis 44:34 For how <0349> shall I go up <05927> (08799) to my father <01>, and the lad 

<05288> be not with me? lest peradventure I see <07200> (08799) the evil <07451> that shall 

come on <04672> (08799) my father <01>. 

 

CNVS  Amos 6:3 你们认为灾祸的日子离开很远，你们的行为却招致残暴的审判。 

 

CUS  Amos 6:3 你们以为降祸的日子还远，坐在位上尽行强暴（或作行强暴使审判临近）。 

 

ESV  Amos 6:3 O you who put far away the day of disaster and bring near the seat of violence? 

 



KJV  Amos 6:3 Ye that put far away <05077> (08764) the evil <07451> day <03117>, and cause 

the seat <07675> (08800) of violence <02555> to come near <05066> (08686); 

 

 

5 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的列祖见我有什么不义，竟远离我，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的呢？ 

 6 他们也不说，那领我们从埃及地上来，引导我们经过旷野，沙漠有深坑之地，和干旱死荫，无人经过，

无人居住之地的耶和华在哪里呢？ (Jer. 2:5-6 CUS) 

 

CUS  Psalm 107:10 那些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被困苦和铁链捆锁， 

ESV  Psalm 107:10 Some sat in darkness and in the shadow of death, prisoners in affliction and in 

irons, 

KJV  Psalm 107:10 Such as sit <03427> (08802) in darkness <02822> and in the shadow of death 

<06757>, being bound <0615> in affliction <06040> and iron <01270>; 

NAS  Psalm 107:10 There were those who dwelt <03427> in darkness <02822> and in the shadow 

<06757> of death <06757>, Prisoners <0615> in misery <06040a> and chains <01270>, 

 

 

CUS  Jeremiah 2:6 他们也不说，那领我们从埃及地上来，引导我们经过旷野，沙漠有深坑之地，和干旱死

荫，无人经过，无人居住之地的耶和华在哪里呢？ 

 

ESV  Jeremiah 2:6 They did not say, 'Where is the LORD who brought us up from the land of Egypt, 

who led us in the wilderness, in a land of deserts and pits, in a land of drought and deep 

darkness, in a land that none passes through, where no man dwells?' 

 

KJV  Jeremiah 2:6 Neither said <0559> (08804) they, Where is the LORD <03068> that brought us 

up <05927> (08688) out of the land <0776> of Egypt <04714>, that led <03212> (08688) us 

through the wilderness <04057>, through a land <0776> of deserts <06160> and of pits 

<07745>, through a land <0776> of drought <06723>, and of the shadow of death <06757>, 

through a land <0776> that no man <0376> passed through <05674> (08804), and where no 

man <0120> dwelt <03427> (08804)? 

 

 

  



1/12/2023 每日读经分享 福杯满溢 

 

CUS  Psalm 23:1 （大卫的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2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 水边。 

 3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 

 4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06757>幽谷<01516> ，也不怕遭害<07451>。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

竿，都安慰我。 

 5 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06186>筵席。你用油膏了<01878>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 

 6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02896>慈爱<02617>随着<07291>我。我且要住在<03427>耶和华的殿中，直

到永远。 (Ps. 23:1-6 CUS) 

 

5 Thou preparest <06186> (08799) a table <07979> before <06440> me in the presence of mine 

enemies <06887> (08802): thou anointest <01878> (08765) my head <07218> with oil <08081>; 

my cup <03563> runneth over <07310>. 

 6 Surely goodness <02896> and mercy <02617> shall follow <07291> (08799) me all the days 

<03117> of my life <02416>: and I will dwell <03427> (08804) in the house <01004> of the 

LORD <03068> for ever <0753> <03117>. (Ps. 23:5-6 KJV) 

 

吕振中譯本 » 詩篇 » 第23章 

1（大衛的詩。）永恆主是牧養我的；我沒有缺乏。 

2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他領著我到靜水之處﹐ 

3他使我的精神甦醒。為了他自己之名的緣故他引導我走對的轍蹟。 

4就使我行於漆黑之低谷中﹐我也不怕遭害；因為是你和我同在；你的棍你的杖﹑都安慰我。 

5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滋潤我的頭；我的杯滿溢﹑直溢出來。 

6儘我一生的日子必有福祉<02896>和堅愛<02617>隨著我；我必長久住在永恆主的殿中。 

 

今天我们来分享第5节经文中的后半句： 

你用油膏了<01878>我的头，使我的福杯<03563>满溢<07310>。原文希伯来文见下。因为希伯来文是

从右向左读的，所以我把相对应的英文单词和中文字放在下面。 

 

ָֽה׃    יָּ י ְרוָּ ֶּׁ֥ י ּכֹוסִּ אשִִּׁ֗ ֶמן ר ֹ֜ ְנתָּ ַבֶשֶּׁ֥ ַשַּׁ֖  (Ps. 23:5 WTT) דִּ
      Overflow   cup-of-me  head-of-me with-the-oil   you-anoint 

       满溢      我的杯     我的头       用油         你膏了 

这句希伯来圣经是一句，然而若是我们看中文翻译或者是英文版本的翻译，毫无例外都翻译成了两句：前

半句是“你用油膏了我的头”，然后用逗号或分号分开，后边的两个希伯来词自成一句：使我的杯满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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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大多数翻译都把它断成两句呢？有没有可能按照希伯来原文把这句经文翻译成一句呢？俊南弟兄在

上课时提出了一个新颖的翻译：你(从我的满溢的杯中)用油膏了我的头。也就是说，上帝为每个人量身定做

了各自的杯子，然后把这杯中装满了油，然后用这个杯中的油膏了我们每个人的头。这样的理解是完全符

合语法的，因为我们讲过，希伯来的语序完全可以颠倒而来，满溢的我的杯，从语法上来看，完全可以和

句子开头的膏我头的油联系起来。然而为什么中文或英文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两句式的翻译呢？到底哪种

翻译更符合当时作者的意思呢？如何判断呢？而且，希伯来原文中并没有“福杯满溢”中的“福”字，如

中文新译本所翻译的: 使我的杯满溢，但是中文和合本的翻译为什么加上这个“福”字呢？有什么根据吗？ 

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最好的参考就是旧约希伯来文的希腊文译本—七十士译本。当年在罗马统治时期，当

地被希腊化严重，很多犹太人已经不会讲希伯来文，所以传说有七十位文士一起把旧约希伯来文翻译成希

腊文。当年主耶稣引用的旧约就是七十士译本。我们来看看七十士译本诗篇 23 篇 5 节后半句是如何翻译

的： 

ἐλίπανας ἐν ἐλαίῳ τὴν κεφαλήν μου καὶ τὸ ποτήριόν σου μεθύσκον ὡς κράτιστον (Ps. 

22:5 BGT) 

anoint         in olive-oil   the      head        my   and  the   cup         your  make drunk that    good 

我们可以看到，七十士译本的翻译并不是照着希伯来圣经的字面意思一对一的直接翻译，而是加入了自己

的注释：首先，加入了一个 and, 明确地把这句经文分成两部分。我猜测中文译本和英文译本都应该是参考

了七十士译本的翻译。第二，希伯来原文中后半句只有两个字：cup<03563> overflows<07310>, 从希

伯来原文的这两个字并看不出杯子里面是什么满溢了出来：是油？还是酒？而希腊文用了 μεθύσκον 这个

字：make drunk。若是针对油，这个希腊字则翻译为饱足，如诗篇 36：8 节：CUS  Psalm 36:8 他们必因

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 (Ps. 36:8 CUS)若是针对酒的话，则可以翻译为喝

醉, 如创世纪 9:21 节描述挪亚时的那句经文：CUS  Genesis 9:21 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棚里赤着身

子。 (Gen. 9:21 CUS) 既然前文提到了用油膏了头，那么杯子被油充满也是可以的。 

油代表从神而来的祝福，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各样的属灵的福气。 虽然神给每个人的属灵恩赐各不相同，然

而神赐给每个基督徒的属灵福气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我们自己对神的信心：信心大就会的找一个很大

的容器来盛接神从天而倾倒下来的福气，而信心小的就拿了一个小碗，所以能收到的福气也少。 当然我们

的信心也是在不断的成长的过程中，随着我们属灵生命的不断成长，我们的杯子也应该会越来越大，所以

收到的神的祝福也会更多。神爱我们，他的恩惠和慈爱一直追随这我们，他从天上赐下各样的“good”福

气就像从天上倾倒而下的油那样，一直满溢出我们的杯子！ 

 

 

 



参考经文： 

 CNVS  Psalm 23:5 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杯满溢。 6 我一生的

日子，必有恩惠慈爱紧随着我；我也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CUS  Psalm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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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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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V  Psalm 23:5 You prepare a table before me in the presence of my enemies; you anoint my 

head with oil; my cup overflows. 6 Surely goodness and mercy shall follow me all the days of my 

life, and I shall dwell in the house of the LORD forever. 

KJV  Psalm 23:5 Thou preparest a table before me in the presence of mine enemies: thou anointest 

my head with oil; my cup runneth over. 6 Surely goodness and mercy shall follow me all the days 

of my life: and I will dwell in the house of the LORD for ever. 

NAS  Psalm 23:5 Thou dost prepare a table before me in the presence of my enemies; Thou hast 

anointed my head with oil; My cup overflows. 6 Surely goodness and lovingkindness will follow 

me all the days of my life, And I will dwell in the house of the LORD forever. 

NIV  Psalm 23:5 You prepare a table before me in the presence of my enemies. You anoint my 

head with oil; my cup overflows. 6 Surely your goodness and love will follow me all the days of my 

life, and I will dwell in the house of the LORD forever. 

NLT  Psalm 23:5 You prepare a feast for me in the presence of my enemies. You honor me by 

anointing my head with oil. My cup overflows with blessings. 6 Surely your goodness and 

unfailing love will pursue me all the days of my life, and I will live in the house of the LORD 

forever. 

 
  



1/11/2023 每日读经分享 福祉和堅愛隨著我 

 

CUS  Psalm 23:1 （大卫的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2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 水边。 

 3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 

 4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06757>幽谷<01516> ，也不怕遭害<07451>。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

竿，都安慰我。 

 5 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06186>筵席。你用油膏了<01878>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 

 6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02896>慈爱<02617>随着<07291>我。我且要住在<03427>耶和华的殿中，直

到永远。 (Ps. 23:1-6 CUS) 

 

5 Thou preparest <06186> (08799) a table <07979> before <06440> me in the presence of mine 

enemies <06887> (08802): thou anointest <01878> (08765) my head <07218> with oil <08081>; 

my cup <03563> runneth over <07310>. 

 6 Surely goodness <02896> and mercy <02617> shall follow <07291> (08799) me all the days 

<03117> of my life <02416>: and I will dwell <03427> (08804) in the house <01004> of the 

LORD <03068> for ever <0753> <03117>. (Ps. 23:5-6 KJV) 

 

吕振中譯本 » 詩篇 » 第23章 

1（大衛的詩。）永恆主是牧養我的；我沒有缺乏。 

2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他領著我到靜水之處﹐ 

3他使我的精神甦醒。為了他自己之名的緣故他引導我走對的轍蹟。 

4就使我行於漆黑之低谷中﹐我也不怕遭害；因為是你和我同在；你的棍你的杖﹑都安慰我。 

5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滋潤我的頭；我的杯滿溢﹑直溢出來。 

6儘我一生的日子必有福祉<02896>和堅愛<02617>隨著我；我必長久住在永恆主的殿中。 

 

今天我们来分享第6节经文中的“恩惠”<02896>和“慈爱”<02617>这两个字。 

 

“恩惠”<02896>这个字在中文和合本以及新译本中，都翻译为“恩惠”，而在吕振中译本中则翻译为

“福祉”， 而几个常见的英文版本都毫无例外地翻译为goodness<02896>。其实<02896>这个词的原意

就是“好的”“善”的意思。 

 

而慈爱<02617>这个词英文常翻译为steadfast love/mercy/lovingkindness, 例如在创世纪24:27节：耶

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不断地以慈爱<02617>诚实待我主人。 

 

“善”和“慈爱”都是神的属性，因为神爱我们，所以他愿意把“好的”给我们。可是有的时候我们认为

“好的”和神认为“好的”并不一致。下面是我自己的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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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我博士毕业后就被位于明尼苏达的3M公司聘用，开始了在美国的第一份工作。这是一家很知名的

公司，我也在附近找了一个正在开发的新住宅区，选中了一块地，开始规划自己的第一个家。每个周末都

去看进度，拍照片，从空地，到打地基，到建地下室，搭建房梁，房子建成，然后内装修… 交房前一周，

太太和大儿子(那时还没有生老二)以及父母从马里兰州搬过来，期待着新生活的开始。办完贷款手续，房子

过户，全家搬进新家，美国梦终于实现了，内心的高兴溢于言表。周末自己忙活着前后院的各样工作: 自己

栽树，自己铺草皮，做房子两边的retainning wall, 做后门的patio, 自己装车库门打开和关闭的控制系统，

等等。那时也年轻，做这些活也不觉得累，这是我在美国拥有的第一个属于自己的家，觉得一辈子都会住

在这里，所以也格外用心，花了不少功夫。谁知这在我眼里看为“好的”，在神眼里却不是这样。工作不

到两年，就被裁员，不得不开始找新工作。当时也面试了几家公司，结果阴差阳错，最后只有新泽西的一

家三十人左右的小公司给我发了入职邀请。万般不情愿，不得不卖掉才住了一年左右的新房子，于2004年

4月全家搬到新泽西州，那时小儿子才出生一个月。当时进入公司上班的第一天，更是不适应，环境简陋，

我和另外一个同事共用一个电话，一个电脑。办公桌就靠着走廊的墙壁，背后是通往厨房的过道。当时若

是有第二家公司给我发邀请，我肯定不会来这一家。由3M上千人的大公司到这家小“作坊”，反差太大。

当时想着骑马找马，新泽西有这么多大药厂，肯定可以换工作。在我当时的眼中，这家小公司绝对算不上

是“好的”，然而在神眼里却好像是最适合我的，所以让我别无选择，只有来这里。一晃我在这家公司已

经工作了近20年，这家公司也由当年的30人左右发展到现在的700多人，我现在也算是公司的元老级人物

了。当时所向往的新泽西的几家大的药厂，现在早已不复存在。现在回想起来，神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

而我却不知道，只能根据自己以往的经验。当时我认为那是“不好的”，但是神却知道长期而言那是对我

“好的”选择。正如耶稣所说的那样：9 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 10 求鱼，反给他蛇

呢？ 11 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 

(Matt. 7:9-11 CUS) 

 

我们人真的是很有限。有时我们所求的和神赐给我们的不一样，我们可能当时不明白为什么，然而我们要

相信，神是善的，神是慈爱的，他的恩惠和慈爱必紧紧跟随着我们。无论什么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神预

先都已经知道。我们就学习那顺服的功课，相信神必要在我们身上彰显出他那美善的旨意。 

 

 

参考经文： 

 

CUS  Genesis 1:4 神看光是好的<02896>，就把光暗分开了。 

KJV  Genesis 1:4 And God <0430> saw <07200> (08799) <0853> the light <0216>, that <03588> 

it was good <02896>: and God <0430> divided <0914> (08686) <0996> the light <0216> from 

<0996> the darkness <02822>. 

 

CUS  Micah 6:8 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02896>。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

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KJV  Micah 6:8 He hath shewed <05046> (08689) thee, O man <0120>, what is good <02896>; 

and what doth the LORD <03068> require <01875> (08802) of thee, but to do <06213> (08800) 

justly <04941>, and to love <0160> mercy <02617>, and to walk <03212> (08800) humbly 

<06800> (08687) with thy God <0430>? 

 

 

CUS  Deuteronomy 12:28 你要谨守听从我所吩咐的一切话，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善<02896>，看为正

的事。这样，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永远享福。 

 

ESV  Deuteronomy 12:28 Be careful to obey all these words that I command you, that it may go 

well with you and with your children after you forever, when you do what is good and right in the 

sight of the LORD your God. 

 

KJV  Deuteronomy 12:28 Observe <08104> (08798) and hear <08085> (08804) all these words 

<01697> which I command <06680> (08764) thee, that it may go well <03190> (08799) with 

thee, and with thy children <01121> after <0310> thee for <05704> ever <05769>, when thou 

doest <06213> (08799) that which is good <02896> and right <03477> in the sight <05869> of 

the LORD <03068> thy God <0430>. 

 

CUS  Genesis 24:27 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不断地以慈爱<02617>诚实待我

主人。至于我，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直走到我主人的兄弟家里。 

KJV  Genesis 24:27 And he said <0559> (08799), Blessed <01288> (08803) be the LORD <03068> 

God <0430> of my master <0113> Abraham <085>, who hath not left destitute <05800> 

(08804) <05973> my master <0113> of his mercy <02617> and his truth <0571>: I being in the 

way <01870>, the LORD <03068> led me <05148> (08804) to the house <01004> of my 

master's <0113> brethren <0251>. 

  



1/10/2023 每日读经分享 有恩惠慈爱紧随着我  

 

CUS  Psalm 23:1 （大卫的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2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 水边。 

 3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 

 4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06757>幽谷<01516> ，也不怕遭害<07451>。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

竿，都安慰我。 

 5 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06186>筵席。你用油膏了<01878>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 

 6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02896>慈爱<02617>随着<07291>我。我且要住在<03427>耶和华的殿中，直

到永远。 (Ps. 23:1-6 CUS) 

 

5 Thou preparest <06186> (08799) a table <07979> before <06440> me in the presence of mine 

enemies <06887> (08802): thou anointest <01878> (08765) my head <07218> with oil <08081>; 

my cup <03563> runneth over <07310>. 

 6 Surely goodness <02896> and mercy <02617> shall follow <07291> (08799) me all the days 

<03117> of my life <02416>: and I will dwell <03427> (08804) in the house <01004> of the 

LORD <03068> for ever <0753> <03117>. (Ps. 23:5-6 KJV) 

 

中文写作句子的顺序往往是按照主谓宾的顺序，而旧约圣经希伯来文则不是这样，作者认为最重要的句子

成分，就把它放在句首，用来表示强调这个句子部分。所以主语，谓语或宾语都有可能出现在句首。例如

诗篇23篇第1节: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在原文中是把“青草地”和“可安歇的水

边”放在句首，强调宾语的重要；在第5节：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06186>筵席。你用油“膏了”

<01878>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在原文中，两个动词都放在了句子的首位：“摆设”和“膏”，用来

强调这两个谓语动词的重要性，而中文翻译为了读起来顺畅，则把“在我敌人面前”放在了句首，而上边

的KJV英文翻译则忠实于原文的语序，把两个动词放在了句首。再例如第6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

<02896>慈爱<02617>随着我。我且要住在<03427>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前半句经文把主语“恩

惠”“慈爱”放在句首，而后半句经文则把谓语动词“住在”放在了句首，都是表示强调。KJV英文版本基

本上是忠实地按照希伯来文的语序来对应翻译的，中文翻译则不太容易做到这一点。 

 

今天分享“随着”<07291>这个词。这个词新译本翻译为“紧随着”: 我一生的日子，必有恩惠慈爱紧随

着我；我也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Ps. 23:6 CNVS)  

 

这个词也多次出现在《申命记》中。《申命记》是摩西临终前再次向百姓重申神的诫命，总结成一句话就

是：守约蒙福，背约遭祸。两种情况在申命记中阐述的很清楚。例如在描述百姓若是悖逆神，不遵行神的

诫命时: CUS  Deuteronomy 28:22 耶和华要用痨病，热病，火症，疟疾，刀剑，旱风（或作干旱），霉烂

攻击你。这都要追赶<07291>你，直到你灭亡。 (Deut. 28:22 CUS) CUS  Deuteronomy 28:45 这一切咒



诅必追随你，赶上<07291>你，直到你灭亡。因为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遵守他所吩咐的诫命律

例。 (Deut. 28:45 CUS) 

然而当我们像大卫那样，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那么，我一生的日子，必有恩惠慈爱紧随着<07291>我。

即便是面对死亡的威胁，即便是四面楚歌，也不害怕，因为神和我同在：神的杖神的竿都安慰我，神在我

的敌人环绕的情况下，在我们面临绝境的时候，神亲自为我们摆设了桌子，桌子上面应该有丰盛的预备，

我们不害怕。 

 

神的恩惠慈爱必将紧紧随着遵行他旨意的人。 

  



1/14/2023 每日读经分享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的主人 

 

CUS  Psalm 23:1 （大卫的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2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 水边。 

 3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07725>，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 

 4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06757>幽谷<01516> ，也不怕遭害<07451>。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

竿，都安慰我。 

 5 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06186>筵席。你用油膏了<01878>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 

 6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02896>慈爱<02617>随着<07291>我。我且要住在<03427>耶和华的殿中，直

到永远。 (Ps. 23:1-6 CUS) 

 

从1月8号上个星期日到今天1月14日，7天都是在分享诗篇23篇，今天做一个总结。 

 

其实听过之后能让人永远记住的讲道才是最好的讲道。什么样的讲道容易让人记住呢？就是像诗篇23篇这

样，以场景表达意思。诗篇23篇描述了两个不同的场景：1-4节是描述了牧人放牧的场景，而5-6节则描述

了主人请客的场景。这两个场景很形象，让人在脑海中很容易产生相应的画面，所以难以忘记。 

 

其次，诗篇23篇中除了一个动词以外，所有的动词都是用了未完成时，例如：使我躺卧…，领我在…, 使(我

的灵魂)苏醒，引导我…, 行过…, 不怕…, 摆设…, 随着…, 住在…。在圣经希伯来语中，未完成时通常用于描

述未完成的行动或现在或将来发生的行动。诗篇23篇中唯一用了完成时的动词是第5节中的“膏”这个词。

这个动作已经完成了——我们已经是蒙福的人，已经因信称义了。然而我们正在成圣的道路上行进着——

所以其它动词是未完成时，表明而其它的动作正在发生着，或者将来会发生。 

 

从1-4节，我们可以想象出这样一副画面：牧人带领一群羊在中东沙漠中，向着目的地青草地，可安歇的水

边行进着。一路有可能经过深谷，被深深的阴影笼罩，可能有野兽潜伏在附近，伺机攻击羊群，然而有牧

人时刻在羊群的身边提供保护，羊群并不害怕。一路上有牧者的照顾和保护，羊群并不缺乏任何东西。 

 

根据5-6节我们可以想象出另外一幅画面：主人为客人(我们)准备了桌子，桌子上有丰盛的食物，主宾相对

而坐，把酒言欢，谈笑风生。而周围则是敌人环绕。敌人为什么不进攻我们？因为他们已经都被主人制服

了，乖乖地跪在旁边，低着头，是失败者。这些敌人是谁呢？是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各样的难处：我们身

体的疾病，我们在工作和家庭中遇到的难处，撒旦针对我们的弱点所发出的攻击，等等。靠我们自己的能

力是无法战胜这些困难和试探的，然而靠着神的大能我们则是得胜有余！所以，我们愿意一生住在耶和华

的殿中，让神的大能护庇我们，让我们不受撒旦的搅扰，在神的家中，享受与神同在的喜乐和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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