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詩篇 7:1-17 
神拯救正直的人.
朴相雄 宣教士(旗山) 
2020.07.27(週一)
門徒禱告會



【詩7:1】（大衛指著便雅憫人古實的話，向耶和華唱的
流離歌。）耶和華─我的神啊，我投靠你！求你救我脫離
一切追趕我的人，將我救拔出來！
【詩7:2】恐怕他們像獅子撕裂我，甚至撕碎，無人搭救。
【詩7:3】耶和華─我的神啊，我若行了這事，若有罪孽在
我手裡，



【詩7:4】我若以惡報那與我交好的人─連那無故與我為敵
的，我也救了他，
【詩7:5】就任憑仇敵追趕我，直到追上，將我的性命踏
在地下，使我的榮耀歸於灰塵。（細拉）
【詩7:6】耶和華啊，求你在怒中起來，挺身而立，抵擋
我敵人的暴怒！求你為我興起！你已經命定施行審判！



【詩7:7】願眾民的會環繞你！願你從其上歸於高位！
【詩7:8】耶和華向眾民施行審判；耶和華啊，求你按我
的公義和我心中的純正判斷我。
【詩7:9】願惡人的惡斷絕！願你堅立義人！因為公義的
神察驗人的心腸肺腑。
【詩7:10】神是我的盾牌；他拯救心裡正直的人。



【詩7:11】神是公義的審判者，又是天天向惡人發怒的神。
【詩7:12】若有人不回頭，他的刀必磨快，弓必上絃，預
備妥當了。
【詩7:13】他也預備了殺人的器械；他所射的是火箭。
【詩7:14】試看惡人因奸惡而劬勞，所懷的是毒害，所生
的是虛假。



【詩7:15】他掘了坑，又挖深了，竟掉在自己所挖的阱裡。
【詩7:16】他的毒害必臨到他自己的頭上；他的強暴必落
到他自己的腦袋上。
【詩7:17】我要照著耶和華的公義稱謝他，歌頌耶和華至
高者的名。



詩篇的結構和內容
第1-2篇 第3-145篇 第146-150篇

有福的人 人生曠野 哈利路亞
惡人 義人 痛苦眼淚死亡

嘆息疾病犯罪
誘惑悔改背叛
偶像戰爭破產
風暴危機徘徊
俘虜苦難孤獨
沉滯乾渴懼怕
絕望哀求懷疑
拒絕迷路誤解

你們要讚美耶和
華!(哈利路亞)
……

你們要讚美耶和
華!(哈利路亞)

坐傲慢人的座位(辯解)

站罪人的道路(行動)

跟從惡人的計謀(思考)

晝夜
思想話語
(存真理, 
行真理)

抗拒君王耶穌
作王掌權

降服於耶穌
投靠君王
耶穌

對照



有福的人
溪水(mayim) : 基本名詞的複數型
➔幾條溪水合並在一起爲一大河
➔乾燥之期(曠野之期)也不斷流

有福的人
= 像栽在溪水旁的一棵樹
➔葉子不枯乾, 時常結果子
➔凡事順利(靈魂興盛)

第1篇



祝福追隨的人生

神引導的人生
干涉

矛盾

➔成全神對他的呼召

【申28:1】你若留意聽從耶和
華─你神的話，謹守遵行他的
一切誡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
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萬民
之上。

【申28:2】你若聽從耶和華─你
神的話，這以下的福必追隨你，
臨到你身上：



【約7:38】信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從他
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聖靈的水



有水從聖殿湧出來➔生命甦醒

【結47:1】他帶我回到殿門，見殿的門檻下有
水往東流出（原來殿面朝東）。這水從檻下，
由殿的右邊，在祭壇的南邊往下流。

【結47:8】他對我說：這水往東方流去，必下
到亞拉巴，直到海。所發出來的水必流入鹽海，
使水變甜（原文是得醫治；下同）。

【結47:9】這河水所到之處，凡滋生的動物都
必生活，並且因這流來的水必有極多的魚，海
水也變甜了。這河水所到之處，百物都必生活。



天國的生命泉➔永不乾渴,享受永生之福
【啟7:17】因為寶座中的羔羊必
牧養他們，領他們到生命水的泉
源；神也必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

【啟21:6】他又對我說：都成了！
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
初，我是終。我要將生命泉的水
白白賜給那口渴的人喝。

【啟22:1】天使又指示我在城
內街道當中一道生命水的河，
明亮如水晶，從神和羔羊的寶
座流出來。

【啟22:17】聖靈和新婦都說：
來！聽見的人也該說：來！口
渴的人也當來；願意的，都可
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



有福的人降服於君王耶穌

惡人抗拒

耶穌作王掌權.

不降服於君王耶穌

有福的人卻降服於
君王耶穌

用嘴親吻耶穌

= 凡投靠耶穌的, 

都是有福的.

第2篇



詩篇爲什麽那麽多?

詩篇總共有150篇. 爲什麽那麽多?

照著第1-2篇的規則來讀第3-145
篇的時候,  就曉得

[雖然我們人生很艱難.

但是, 我們都照著話語而投靠神
來生活的話, 就可以得勝, 讚美神, 
榮耀神, 並享受與神的快樂和幸
福.]

第3-145篇

痛苦眼淚死亡嘆息
疾病犯罪誘惑悔改
背叛偶像戰爭破產
風暴危機徘徊俘虜
苦難孤獨沉滯乾渴
懼怕絕望哀求懷疑
拒絕迷路誤解



詩篇的結構和內容
第1-2篇(引言) 第3-145篇(本論) 第146-150篇(結論)

有福的人 人生曠野 哈利路亞

惡人拒絕
君王耶穌.

義人思想
話語, 降服
於耶穌.

照著神的話 ,
並投靠神來過曠野!

讚美神, 榮耀神!

我們照著第1-2篇的原則來讀第3-145篇的時候, 可以曉得
[雖然我們人生很艱難. 但是, 每天都靠著神, 就可以得勝, 

讚美神, 榮耀神, 並享受與神的永恆的祝福.]



第7篇的便雅憫人古實是誰?
1)掃羅王

他是便雅憫人, 迫害大衛,但是,
【詩7:14-16】試看惡人因奸惡
而劬勞,所懷的是毒害，所生的
是虛假.他掘了坑,又挖深了,竟
掉在自己所挖的阱裡. 他的毒害
必臨到他自己的頭上；他的強暴
必落到他自己的腦袋上.

= 不符大衛的品德 ➔不是古實

2)不確定

大衛大膽地打敗歌利亞,克服一
切掃羅王的迫害了.

但是,大衛爲什麽因著他那麽看
起來軟弱呢? 古實沒有掃羅王和
歌利亞那麽害怕.

➔ 大衛是完全投靠神的人.

@我們也有很多古實.我們也要
跟大衛一樣,完全地投靠神.

第7篇



大衛的狀況(1-4)
情況的嚴重(1-2)

【詩7:1】耶和華─我的神啊，
我投靠你！求你救我脫離一
切追趕我的人，將我救拔出
來！

【詩7:2】恐怕他們像獅子
撕裂我，甚至撕碎，無人搭
救。

心急如焚(3-4)

【詩7:3】耶和華─我的神啊，
我若行了這事，若有罪孽在
我手裡，

【詩7:4】我若以惡報那與
我交好的人─連那無故與我
為敵的，我也救了他，



大衛向神傾訴

- 受到無辜的委屈和冤枉

- 被誤解和欺負

- 遭受批判和迫害

@你們經歷過這種情況嗎? 

思考一下. 怎樣解決?



兩個不要
1. 不要犯同樣的罪

2. 不要陷入屬靈的沉滯

否則……

唯撒旦就高興~



受迫害(批評, 欺負)時, 不能用同樣的方法來報復的
7個理由 _ 查爾斯斯溫德爾(Charles Swindoll)牧師

1. 我們不曉得一切的事實. 

2. 我們不瞭解他的內在的動機.

3. 我們不能在客觀的角度來思考.

4. 我們不曉得一切的先後情況如何.

5. 我們會有看不到的部分. 

6. 我們每個人都有偏見.

7. 我們都不完全, 缺乏一貫性. 

【路6:37】

你們不要論斷人，就不被論
斷；你們不要定人的罪，就
不被定罪；你們要饒恕人，
就必蒙饒恕



聖靈的方法

1. 向神禱告(6-9)

2. 確信拯救(10-11) 

3. 宣佈勝利(12-16)

4. 感謝稱頌(17)



1. 禱告 = 投靠神(1)
意思 :

- 信賴神

- 信靠神

- 以神為避難所

- 仰望神

時態 :完成式

已經信靠神了, 還在信靠神的狀態中

已經躲避到避難所神的懷裏, 一直在那裏面

已經仰望了神, 現在還是在仰望神的狀態



繼續禱告(6-9)

(第6節) 起來! 挺身而立! 抵擋! 興起!

(第7節) 願你從其上歸於高位!

(第8節) 神施行審判!

(第9節) 願你堅立義人.



義人 = 正直的人(9,10)

義人(tsaddiq) 

= 正直的人(yashar)

公義的人

正確的人

合法的人

正當的人

公正的人

正直的人努力站在神面前. 

正直的人對神的話正確地反應. 

不要找藉口, 并不合理化來歪曲神的話，

不推遲遵守, 乃要單單順從神的話語.

@聼到神的話, 就正當地反應就是

正直人的態度. 



求神的話語讀,貫通, 解釋我!_徐大慶牧師

剛開始讀經時希望讀完聖經.

讀了讀, 就發現聖經讀到我了.

*不只是要讀聖經.

➔求神的話讀我!

*不只是要貫通聖經.

➔求神的話貫通我和我的人生!

*不只是要解釋聖經.

➔求神的話解釋我和我的人生!

曠野(Midbar) 中的人生需
要神的話(Dabar).
➔生死存亡的問題
@旗山的宣教士也求神的話貫
通我們, 讀我們, 解釋我們. 

@你呢?



除了禱告以外, 
還要做什麼?

2. 確信神的拯救(10-11)

3. 宣佈勝利(12-16)

4. 感謝神, 讚美神(17)



結論

神拯救正直的人. 

對神的話正確的反應是
正直人的態度.

你們聽神的話語時,願神叫你
們正確地反應. 

願神拯救對神的話正直的你
們.

我沒有錯誤, 但遭到了無辜的委
屈, 批判和損失的時候, 我們就比
較不容易忍過去.

但是, 信主的人不要直接報仇, 乃
要把那個情況和仇敵委託神的手
中. 因爲那樣做,我們才可以叫我
們的委屈和傷痕都變爲在主內的
安慰和平安. 



禱告

1. 求聖靈和神的話讀我的欲望, 貫通我的靈魂, 解釋我
的生活, 好叫我能夠對神的話正直, 降服於永恆君王耶穌. 

2. 我受到無辜的委屈, 遭到批判的時候, 求神使我不要
直接報復而得罪神. 

3. 求神叫我照著聖靈的方式來投靠神, 向神禱告, 確信
神拯救正直的人, 針對撒旦宣佈勝利, 並感謝神稱頌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