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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灣聖徒改⾰宗⾧⽼會－主⽇信息 
4/19/2020 

 
在危險中得著真正的平安 

 
 
 

https://youtu.be/MaTh46uaNIc 
 

詩篇 91 
 

唐興 牧師 
經文： 

1 住在⾄⾼者隱密處的， 必住在全能者的蔭下。  
2	我要論到耶和華說： “他是我的避難所，是我的⼭寨， 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  
 
3	他必救你脫離捕⿃⼈的網羅 和毒害的瘟疫。  
4	他必⽤⾃⼰的翎⽑遮蔽你，  
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 
他的誠實[真理]是⼤⼩的盾牌。  
 
5	你必不怕⿊夜的驚駭，或是⽩⽇飛的箭；  
6	也不怕⿊夜⾏的瘟疫，或是午間滅⼈的毒病。  
7	雖有千⼈仆倒在你旁邊，萬⼈仆倒在你右邊，這災卻不得臨近你。  
8	你惟親眼觀看，⾒惡⼈遭報。  
 
9	耶和華是我的避難所； 
你已將⾄⾼者當你的居所，  
10	禍患必不臨到你，災害也不挨近你的帳棚。  
11	因他要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的⼀切道路上保護你。  
12	他們要⽤⼿托著你，免得你的腳碰在⽯頭上。  
13	你要踹在獅⼦和虺蛇的⾝上，踐踏少壯獅⼦和⼤蛇。  
 
14	神說：“因為他專⼼愛[ קַׁשָח ]我，我就要搭救他；因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
置在⾼處。  
15	他若求告我，我就應允他； 他在急難中，我要與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貴。  
16	我要使他⾜享⻑壽，將我的救恩顯明給他。”  
 
前言：詩篇 91 篇最近非常流⾏。在網上可以看這篇詩的名字被定為是：「免疫的應

許」、「健康的秘訣」、「病毒對你完全失效」、「瘟疫來襲得救的秘訣」…其中點閱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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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的在⼀個⽉內超過百萬。我們不禁要問：這是特別為了瘟疫病毒⽽寫的詩篇嗎︖如果

神的百姓不⾟得了病毒，我們如何解釋呢︖是他有罪︖沒有信⼼︖還是神的應許落空了

呢︖所以今天我們要來思想這篇詩到底在教導我們什麼︖求主幫助我們！ 

 
經文結構。這⼀篇詩沒有註明作者，⼀些學者認為是摩西詩集 90-100，屬於「被擄後」

post-exilic 時期所著。可以分為三個部分，1）1-2 節，⽤「我」為主詞說明詩篇的作者對

神的信⼼，以及他和神之間的親密關係。2）3-13 節，⽤「你」做主詞說明詩篇作者向讀

這篇詩的⼈說話，教導他們關於神的保守。3）14-16 節，⽤「祂」作為主詞，就是神親⾃

向讀這篇詩的⼈說話，向那些專⼼愛祂的⼈「顯明祂的救恩」。這是整篇詩的最⾼潮！ 

 

在第⼆部分，3-13 節，⾸先，3-4a 是這整段經⽂的開頭和⼀個總結性的描述神的保守：

「3 他必救你脫離捕鳥人的網羅和毒害的瘟疫。4 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然後詩

⼈開始⽤兩段經⽂，仔細的說明各種不同危險中的保護。第⼀段的說明⽤「你要投靠在他

的翅膀底下。他的誠實是大小的盾牌。」作為開始，接著⽤ 4 節經⽂（5-8 節）描述神在

各種情況下的保守。第⼆段的說明⽤「9 耶和華是我的避難所； 你已將至高者當你的居

所，」作為開始，然後同樣⽤ 4 節經⽂（10-13 節）來說明神在各種不同的危險情況中的

保護。我們希望可以藉著這樣的分段來更準確地明⽩詩篇作者所要傳達的意思（釋經講道

最基本的進路）。 

 

總結大意。總結的說，這篇詩教導我們：神看顧祂的兒女，看顧祂的百姓，並且在危難的

時刻不會離棄他們。神要祂的兒女們持守這個應許，在所有的危險中往前，使他們的信⼼

在危險中被堅固。你會發現神應許保守我們的經⽂⼀直不斷地被重複。 

 

教會的回應。19 世紀的英國牧師司布真（Charles Spurgeon, 1834-1892）説：「在整本詩篇

中，沒有比這篇詩還令⼈興奮了︔整個詩篇的調⼦是⾼昂的，並且⼀直從頭到尾都保持這

種調⼦，信⼼在這裡達到了其最⾼境界，並且莊嚴地被表達出來。」 

 

16 世紀改教家⾺丁路德（1483-1546）也非常喜歡這⼀篇詩，他經常思想這⼀篇詩，因為

他的⼀⽣遭受許多的困難，包括病痛和逼迫。這篇詩中的應許是他所依靠的，當他和他懷

孕的妻⼦，在瘟疫臨到他所住的城市時，他們選擇不逃離並且開放他們的家，照顧⽣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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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舍。⽽這篇詩正是他當時的幫助。神也的確保守他和他的妻⼦沒有受到瘟疫的攻擊。但

是他的⼀⽣仍然遭受到其他的病痛以及逼迫。 

 

另⼀位改教家加爾⽂（1509-1564）指出：「這裏⽿提⾯命，反覆灌輸的真理是非常有⽤

的，因為雖然許多⼈常常談論神的照顧管理，也認為相信神對祂⾃⼰的兒女施⾏⼀種特別

的保護，但是很少⼈會真正願意，依靠神來掌管他們的安全。」是的，我們都希望神保護

我們，我們希望神按照我們想要的⽅式來除去災難保護我們，⽽這篇詩是教導我們要如何

按照神的旨意，在災難危險中得著神所要提供我們的保護和平安。 

 

司布真說：「這裏所應許的祝福不是給所有的信徒的，⽽是給那些與神有親密交通的⼈。

每⼀個神的兒女都向內看神的聖所和施恩座，然⽽他們並不居住在至聖所︔他們某些時候

會向那裡逃跑，也享受偶然的接觸，但是他們不會習慣性的住在神奧秘的同在中。」司布

真的意思是，這篇詩要教導我們要如何習慣性的住在神的同在中。 

 

撒但也讀這⼀篇詩篇，牠⽤錯誤的解經試探耶穌。今天撒但也⽤同樣的詭計來迷惑神的百

姓，破壞神的救恩計畫。我們都不希望壞事發⽣在⾃⼰身上，⽽這⼀篇經⽂好像就是在講

只要我們求告神，祂就⼀定會應允和搭救我們，所以壞事不會臨到我們身上。所以，我們

的禱告都圍繞在這個思想上。事實上，撒但正是斷章取義⽤這篇詩，在曠野試探耶穌，要

耶穌不要受苦，不要按照神的旨意成為君王。撒但也要我們認為只要真正愛主，壞事就不

會發⽣在我們身上。 

 

苦難與敬虔。你會發現事實往往相反，愛主的基督徒也會遭到苦難。你會認為壞事發⽣，

⼀定是神在懲罰我們的罪。雖然聖經告訴我們：當我們犯罪，當我們遠離神的時候，神的

確管教我們。但是聖經中約伯的情形不是這樣的。約伯的兩個朋友都說約伯受苦是因為他

的罪。⽽神在最後卻指責約伯的朋友的看法。約伯是完全正直，敬畏神，遠離惡事的⼈。

約伯是為義受苦，約伯苦難的背後是撒但和神。約伯的遭遇是撒但的攻擊，也是神所容許

的，並且神同時保守約伯的⽣命。⽽約伯在經歷了苦難之後，他才真實的認識了⾃⼰靈裡

的貧窮，他的義完全是出於神的恩典，他認識了⾃⼰，也認識了神。 我們所遭受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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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背後不是那麼單純的事，⽽是牽涉到神與我們的關係，牽涉到撒但的作為，牽涉到我們

的救恩。 

 

神賜的平安。神所要賜給我們的平安，不是我們⼼裡所想的平安，祂的⽅法也不⼀樣。我

們所想的平安是⼀種世界的平安，是表⾯的、膚淺的、短暫的平安、屬⾁體的平安。真正

的平安是聖靈所結的果⼦，真正的平安是在基督裡的平安。基督是聖約的耶和華，真正的

平安是基督在我們裡⾯所做的⼯作的彰顯。詩篇 91 告訴我們這種聖靈所結出來的平安是

在危險中，在內⼼神的同在中產⽣的平安。 

 

中心思想：學習操練在危險中進入神同在的平安。很明顯，這篇詩講到神在危險中保守我

們平安的應許。但是同時這是⼀種在⽣活中的學習、操練和成長的經歷。這是我們要從經

⽂中看到的主題，以及圍繞此主題的三個要點。第⼀個要點就是： 
 
經文解釋： 

1-在神的真理中受教導認識神的應許（1-2 節）。「1 住在至高者隱密處的， 必住在全能

者的蔭下。 2 我要論到耶和華說： “他是我的避難所，是我的山寨， 是我的神，是我所

倚靠的。」 第 1 節是⼀個普遍的真理︔第 2 節是詩⼈說明第 1 節的真理在他⾃⼰⽣活中

應⽤的經歷。詩⼈先陳述⼀個真理，然後他按照⾃⼰的個⼈經歷來說明這個真理：祂是我

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這是真理應⽤在個⼈⽣活中的經歷。 

 

第 1 節。至⾼者和全能者是指神，特別是指那創造天地掌管宇宙的神 Elohim。這裏是在

教導我們如果我們把思想專注在神的偉⼤崇⾼屬性上，我們就會受到這位全能者的庇護。

也就是說，如果⼈認識到⾃⼰的微⼩軟弱，毫無能⼒抵抗任何危險，⽽把所有的焦點注意

⼒都放在神身上，他就會得到神的保護。這不是⼀種消極的不保護⾃⼰，也不是⼀種無知

粗暴的試探神。⽽是知道保護⾃⼰的⽣命安全的同時，把⽣命的主權交托給神。 

 

第 2 節。他繼續解釋這個真理。耶和華是聖約的主，我們從新約就更清楚的知道，祂是執

⾏聖約的基督。這裏講到四件事：避難所，山寨，神（掌管宇宙萬物者），所依靠的。詩

⼈⽤四個不同的名詞來說明⼀件事，基督是我們的避難所，我們的山寨，我們的神，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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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依靠的。更準確的說：神在基督裡的救恩是我們的避難所。他要我們在危險中，真正認

識到祂是我們的依靠，祂是我們的神。 

 

加爾⽂從這節經⽂中看到另外⼀個真理，他說：「在第 2 節經⽂中，他重複了前⾯已經教

導過的，表⽰他同時是從他個⼈，作為⼀個信徒的感覺和經歷來說明真理。這對於⼀個要

作為教師的⼈是非常必要的︔因為我們不僅僅是要⽤嘴傳講，還要⽤神向我們的⼼啟⽰出

來的事情來說明，否則我們無法傳達真正的知識。」他的意思是，聖經的真理不是空談的

知識學問，聖經的真理是伴隨著實際⽣活經歷的。⽽真實的⽣活經歷，也必須受到聖經真

理的檢視，屬靈的經歷離開了聖經的真理的查驗，就會淪為⼀種近乎民間宗教的信仰。 

 

結論：1-2 節是得著真正平安的關鍵：在神的真理中受教導，和在⽣活中經歷認識神的應

許。⼈必須先從經歷中認識到⾃⼰的軟弱，才會去依靠神。認識到我們所處的是⼀個墮落

的世界，這個要過去的世界中仍然充滿了邪惡。⽽神就在這樣⼀個充滿邪惡和危險的世界

中要成就祂的旨意。這是第⼀點：在神的真理中受教導認識神的應許。 

 

2-在各種不同的危險中經歷神的保守(3-13 節)。「3 他必救你脫離捕鳥人的網羅和毒害的

瘟疫。 4 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 3 和 4 節是這第⼆部分的⼀個總結性的說明：神必

定保護我們脫離危險。這裏的危險和⽣命的威脅，包括了捕⿃⼈的網羅，和毒害的瘟疫。 

 

幾乎所有的聖經學者和聖經注釋都指出，這整篇時中所⽤來描述⽣命受到威脅的那些情景

都是比喻性的，不是⼀種直接字⾯的意思。這些都是在描述⼈的⼀⽣中會⾯臨到的各種不

同的危險：身體上的和屬靈的。⾸先是外在的，身體的病痛（當然也包括瘟疫、病毒），

⼼裏的疾病（憂鬱、⾃卑、沮喪、絕望、懶散），經濟⽣活上受損，其他任何⽣活的威

脅︔另外就是內在的，屬靈的危險：被世界上的事物所轄制，被⾃⼰天然本性所轄制，和

這些所造成的⼈際關係破裂和不和睦。外在的威脅往往會造成內在的屬靈的危險。當基督

徒認識到內在屬靈的危險時，才能夠開始從外在的危險中學習和操練得著真正的平安。這

是解釋這⼀篇詩的重要原則。因為神的⼯作法則⼀直都是從外在的環境和遭遇中，訓練塑

造我們內在的屬靈⽣命（我們稱：成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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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捕⿃⼈的網羅/毒害的瘟疫（3 節）、⿊夜的驚駭/⽩⽇⾶的箭（5 節）、⿊夜⾏的

瘟疫/午間滅⼈的病毒（6 節），這些都是在描述各種不同的危險：有的是在⿊夜我們不

注意的時候發⽣的，有的是在我們忙碌⽣活的⽩⽇午間發⽣的，並且有千⼈萬⼈都遭遇死

亡仆倒。第 7 節說：這災卻不得臨近你。「這災」原⽂是「它」卻不得接近你。「它」是

指前⾯所有的各種各樣不同的⽣命威脅和危險，外在的和內在屬靈⽣命的威脅。 

 

神保護的⽤語：⽤⾃⼰的翎⽑遮蔽︔吩咐祂的使者，在你⾏的⼀切路上保護你。12 節，

要⽤⼿托著你，免得你的腳碰在⽯頭上。13 節，你要踹在獅⼦和虺 [ㄏㄨㄟ] 蛇的身上， 踐

踏少壯獅⼦和⼤蛇。  

 

這是多麼另⼈興奮的應許！這不正是我們所想要的保護嗎︖為什麼我們還會跌倒呢︖為什

麼我們在許多的外在危險中並沒有真的平安呢︖⼀⽅⾯是因為，神要我們認識到⾃⼰是極

度軟弱的︔另⼀⽅⾯，要認識到在這個墮落的世界中，我們⼀⽣的道路是充滿危險的，使

⼀直謙卑地依靠神。 

 

內在屬靈的危險，包括我們⾃⼰內⼼的懶散、愚昧和無知，使得仇敵的詭計和網羅在我們

身上發⽣作⽤，仇敵要我們把⼼思意念專注在神以外的事物上（體貼⾁體，體貼⼈的意

思）。⽽神容許我們這樣受苦跌倒失敗，是為了要我們認識⾃⼰的軟弱。但是，祂卻不會

讓我們被毀滅，這樣祂就在我們經歷危險的時候，⽤祂的⼿托住我們了。這些圖像的描述

不是誇張的修辭⽤語，⽽是⼀種屬靈的，超⾃然的保守，使我們可以經歷祂，以致於越來

越信靠祂。（參考：加爾⽂詩篇註釋） 

 

因此詩⼈在總結神的保守之後，⽤兩段經⽂，作為兩段不同的神保護的應許的開頭，教導

我們在危險中經歷神保守的⽅法：第⼀「4b 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誠實是大小

的盾牌。」 這裏的「誠實」【 תֶמֱא 】（emed），KJV 英⽂聖經翻譯為「真理」（如同詩

篇 25:5︔25:3︔45:5︔86:11︔但 9:13）。投靠在神的翅膀下，就是以神的真理作為抵擋危

險的盾牌。這是在危險中經歷神的保守的第⼀步。盾牌在舊約聖經中總是指聖約的祝福和

保護。神與亞伯拉罕⽴約之前對他說：「亞伯蘭，你不要怕！我是你的盾牌，必⼤⼤賞賜

你。」（創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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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段神保護的應許的開頭是：「9 耶和華是我的避難所；你已將至高者當你的居

所，」 這裏暗⽰著⼀種屬靈經歷上的長進：從 4b，「祂的真理是大小盾牌」到「你已將

至高者當你的居所。」讀這篇詩的⼈已經學會，並得著了教導這篇詩的⼈的經歷。 

 

結論：3-13 節教導我們第⼆個重點：在各種不同的危險中經歷神的保守。在危險中思想神

的真理，並且⽤真理作為⼤⼩危險遭遇的盾牌，使得⾃⼰的思想專注於神。第三個重點： 

 

3-經歷神同在的平安和認識神的救恩。「14 神說：“因為他專心愛我，我就要搭救他；因

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處 15 他若求告我，我就應允他； 他在急難中，我

要與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貴。16 我要使他足享長壽，將我的救恩顯明給他。」  

最後，這三節經⽂是整個詩篇的最⾼點，被詩⼈所教導的⼈，他得著了神同在中的平安。

神在這裡親⾃說話，做了⼀個結論：教導我們如何在危險中得著真正的平安：專⼼愛神，

知到祂的名，向祂求告。 

 

「專⼼愛【 קׁשח （kashaq）】神」是⼀種思想⼀直牽掛的愛慕，加爾⽂說，「這是⼀種

帶著對神甜美的相信 sweat confidence，並且在祂的恩典中喜樂的愛慕。」所以，愛神是

⼀種全然的信靠和順服神的信⼼⾏動，⽽不單是⼀種感覺。「知道神的名」，是指與神有

親密的關係：從真理中認識神的親密關係，以及⽤真理作為盾牌的實際經歷中與神的親密

關係。這種雙重的親密關係/認識是真信⼼的源頭。帶著這種發⾃於真理的信⼼「向祂求

吿」，使得神的百姓在危險中得著真正的平安。這些都是神同在的經歷，是屬靈⽣命成長

的經歷，是得著豐盛⽣命的經歷︔也就是神所應許的保護和平安。 

 

神在這裡重申了祂的應許：搭救他（重複兩次），把他安置在⾼處（屬靈⽣命的成長），

應允他，與他同在，使他尊貴，使他⾜享長壽[ ַעֵבָׂש ]。聖經中許多地⽅應許長壽（出

20:12︔申 30:20︔詩 21:4︔23:6︔箴 3:2，16）但是這裡主要是指⼀個充滿恩典與神同在的

豐盛⽣命，如同⼤衛的詩篇「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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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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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搭救的應許也教導我們⼀件事：只要我們還⽣活在這個世界中，除非神伸開祂的⼿保

守我們，我們還會⼀直被外在的和內在的危險包圍著。這裏也教導我們，神沒有應許我們

有⼀個享受安逸的⽣命，⽽是把我們從各樣的危險，外在的和內在屬靈的危險中拯救出

來。 

 

最後的應許是：「將我的救恩顯明給他」 。今天神的救恩已經顯明了：神為了拯救祂的

百姓，祂成為⼈，成為⾎⾁之體，祂在地上經歷了苦難、死亡。耶穌的名字就是希伯來⽂

的「救恩」【 הָעּוׁשְי 】（yishua），「因為祂要將⾃⼰的百姓從罪惡裡救出來。這⼀切的

事成就，是要應驗主藉著先知所說的話，説：必有童女懷孕⽣⼦，⼈要稱祂的名為「以⾺

內利」神與我們同在。」太 1:21-23。 

 

結論：因此，這篇詩是要⿎勵我們、安慰我們，要我們知道學習和操練在危險中把思想專

注在認識神的真理上，經歷並認識祂在基督裡的救恩應許，內⼼中得著真正的平安。基督

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山寨，是我們的神，是我們所依靠的。因為基督⾃⼰為我們的

罪獻上了挽回祭，並且被試探⽽受苦，因受苦難⽽得以完全，祂能搭救我們這些被試探的

⼈，並領我們進入榮耀裡去（參考：來 2:10，14，17-18）。 

 
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