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OR HEAVEN’S SAKE, HURRY UP AND DIE 

為著上天的緣故, 趕快死掉 

你們多半很熟悉詩篇第23篇, 但讓我以因 神而有美好的生命這背景來思考這段經文. 我

相信主內的生命(起碼在美國) 是有兩個階段的; 這兩個階段都是 神所命定, 且超自然的

活出來的. 這些都是詩篇第23篇所描述的, 所以, 我們一起從頭看看吧. 

大衛詩歌的起頭說: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 」(詩23:1) 如今, 你也能這樣説嗎? 換言之, 

你有否把你自己生命的主權和方向確實交託給 神呢? 請試想: 若我說要把車子送給你, 

就必須在汽車所有權狀上簽署, 到有關部門登記你為車主. 那時, 你拿著汽車所有權狀, 

就能合法的說: 「我擁有這輛車子. 」 

許多人都想稱主為他們的牧人, 但卻不想把他們生命的主權交給祂. 他們也許上教會, 贊

同一些事實, 明白有關天堂和地獄, 且知道主為他們的過犯而受死. 可是, 頭腦上贊同一

些事實並非救恩. 每個人都必須把他生命的主權交給那重價買贖他的主. 除非這樣子, 否

則, 人不能誠實的說: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 」 

又有一些人想保持共同的擁有權. 他們會來到聖壇前交出生命的「汽車所有權狀」, 但他

們也說: 「我現在會與主一同擁有主以寶血所買贖的. 」可是, 主絕不會在任何的車上當

乘客的! 你交出生命的主權, 就不是指共同擁有. 衪全然擁有你! 祂擁有你前途的主權--

無論衪呼籲你到何地成就甚麼! 

還有第三種人, 即那些希望持著拘押權的. 換言之, 他們實在說: 「如果你不按照我所期

望的待我, 我就會收回我生命的主權. 」不, 我們歸信主就是求 神憐憫. 我們要定意一

路跟隨祂--義無反顧. 

你能正確的說: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 」, 就確實奇妙. 是的, 你也許有掙扎, 有時候甚

至會與 神辯駁. 但是, 衪若是你生命的主宰, 就必引領你, 為著祂的榮耀而使用你的一

生. 

 



 

我必不至缺乏 

大衛繼續説: 「我必不至缺乏. 」(詩23:1). 我因曾經親身牧羊, 而很明白這裡的意思. 

我們倆夫婦年輕時, 在農莊裡養過68頭母羊,2頭公羊, 和一些小羊. 有時候, 我工作一天

回家後會坐在羊舍中一個小時, 去聆聽羊的聲音. 

我能藉此知道許多事情. 你要明白, 我身為牠們的牧人, 關心他們的需要. 我大可以從牠

們緊張的氣氛得知牠們是否遭受困難. 如果牠們咀嚼得太快, 往往是由於有羊生病了. 或

者, 有蛇或老鼠跑進羊舍了. 繼而, 我就會四圍搜索, 看看有甚麼問題! 

當我把生命獻給主時, 我很容易明白衪對我的心意. 衪對我的心意包括當我飢餓時餵養我

; 在我害怕時叫我鎮定下來, 以衪的同在來保證萬事安穩. 我一切所需的都是我牧人最關

心的, 所以我知道自己必不缺乏! 

衪使我躺臥下來 

「衪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 領我在安歇的水邊. 」(詩23:2). 

我長大時學會擔憂. 我的母親信主前, 常常憂慮; 如果她沒有甚麼可憂慮的, 她也會因此

而擔憂! 她好像每句話都以「死亡」為結束. 「不要吃得太快, 你會窒息而死的. 」「要

小心過馬路, 你也許會被車衝死的! 」我十五歲, 就怕出家門. 我歸信主, 衪就「使我躺

臥在青草地上」; 也就是說, 我讀到 神的道. 我翻開聖經, 祂就向我啟示有關我為何被

生下來. 我開始感到我的一生都是帶著 神的旨意, 而且衪的旨意必按照祂的應許而成就. 

我學到 神所賜的並不是膽怯的心, 乃是剛強, 仁愛, 謹守的心. 衪引領我, 好讓我靈裡

平靜; 也就是說, 一切悲觀沮喪的雜聲都靜止了. 

為衪的名 

「祂使我的靈魂甦醒. 」(詩23:3) 我們過去的痛苦和創傷都會壓制我們的思想和永遠的

生命. 然而, 主使我們的靈魂甦醒, 惟獨祂能醫治我們. 

這節經文繼續説: 「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 」(詩23:3). 請注意 神必為著衪聖名的

緣故而這樣做. 你知道 神已把衪的榮譽連在你身上嗎? 這是個何等樣的想法! 

神也許會對天使們説: 「你想看看我的樣式嗎? 請看看那人! 我已把我保守(包括引領且

改變)我這孩子的榮譽和我給他所命定的前途連在一起! 」 

有一天, 我即將離開農莊去上班.我從廚房的窗戶看出去, 看見約有20頭羊穿過籬笆中的

一個洞逃跑了.. 牠們跑到我鄰居木製的平台底下. 當時,我穿著上班的衣服, 也沒有時間 



 

去找人幫手. 我忽然想到羊喜歡吃燕麥, 便連忙把燕麥放在罐子裡, 將之拿到鄰居的陽台

去. 然後, 我一邊搖動罐子, 一邊說: 「你們這些母羊, 來跟從我吧! 」雖然我只有一小

罐燕麥,20頭羊都認為自己可以吃得到, 便沿路跟我回家去了. 

如果我把牠們留在那裡, 人們就會說我任由羊到處遊蕩. 所以, 我為著自己的名譽, 引領

了牠們到牠們本該處的地方去! 神正是如此. 如果你處於不當的地方, 很快就會發現有人

會帶著「一罐燕麥」, 即 神的應許,來到你面前. 神說: 「我為著你的一生安排了更偉大

的事情! 你不必這樣做. 你不必維持這關係. 你不必上這俱樂部. 」你知道 神已把衪的

榮譽連在你身上嗎? 

請謹記, 無論神對我們有何呼召, 我們都會享安全, 得供應的. 我絕不會叫我的羊回家, 

而讓牠們飢腸碌碌. 我會打開一袋燕麥, 倒滿木槽, 好讓牠們盡情享用! 

轉捩點  

你有沒有注意詩篇23篇直到這裡, 全是關乎自己呢?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至缺乏

. 祂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 領我在安歇的水邊. 祂使我的靈魂甦醒…引導我走義路. 」(

參看詩23:1-3). 一切都是關乎我得安慰, 應許, 醫治, 和引領. 

當然, 這一切都是要緊的. 當孩子學習走路或閱讀時, 你不會對他有所要求. 孩子需要不

斷的得鼓勵, 知道萬事穩妥. 所以, 詩篇23篇的頭3節說到主內生命的起點. 神向我們保

證説衪必與我們同在, 安慰, 供應, 且引導我們. 

但是, 我們來到那轉捩點. 正如詩歌裡的轉捩點會帶進音樂的高潮, 第4節會領我們這些

神的兒女靈裡進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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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這是從初信時到因 神進深的一個轉捩點. 我們這些 神的兒

女都會藉此成就祂的旨意, 在地上代表衪. 往往, 我們必須在此面對我們內在最深切的恐

懼心; 我們也許會在此感到自己無法達成主對我們的要求. 

以利沙的旅程 

聖經透過以利亞和以利沙的故事給了他們有關轉捩點的另一幅圖畫. 以利沙是一位正在受

培訓的年輕先知; 他致終跟隨了以利亞過約但河. 這渡河的經歷就是個轉捩點--代表向老

舊的生活形態心死, 且產生新的前途. 

他們抵達約但河之前, 經過了各城; 別的先知都認為以利沙的旅程是有損無益的. 他們警

告以利沙說: 「你走這條路, 就會失去你的夫子! 這是困難的.」(參看王下2:5) 許多信 

 



 

徒都會在這等地方猶豫不決, 寸步不移; 有些人致終會走回頭去. 但是, 以利沙並沒有這

樣子. 

聖經記載, 以利沙緊緊的跟隨以利亞過約但河; 那些懂得真理的人都看著, 但不肯動身. 

這旅程將會帶來生命和能力, 但他們都不肯走, 因為這是指向一些他們不想放開的事情心

死, 也是指他們不願接受的一種生活形態. 他們不介意讀經和懂得歷史. 可是, 為著一個

衰敗墮落的社會而擺上自己, 並不是他們所甘願的. 

在美國, 這也是我們有失主的見證的原由. 我們的神學觀向來都是自我中心. 過去50年來

, 我們都活在詩篇23篇頭3節的經文裡; 結果, 社會如今抵擋主的見證, 許許多多的人都

邁向陰府. 現在, 我們都要甘願登上這旅程! 我們必須透過第4節的轉捩點, 而在生命裡

有所進深. 

很可悲, 許多人都不肯經歷這轉捩點, 因為這是指他們要向他們自己的慾望心死. 這也是

指以 神成熟的兒女的身份, 參與 神的聖工, 造福他人. 當然, 這並非容易, 我們與生俱

來都希望既快樂, 又安逸. 然而, 我們都得蒙呼召去經歷這所謂死蔭的幽谷. 

更深的喜樂 

大衛甘心徹底走這道路. 我們從詩篇23篇讀到他致終能夠說: 「你的杖, 你的竿都安慰我

. 」(詩23:4) 他承認 神正在透過他而成就尊貴的永恆旨意. 

「在我敵人面前, 你為我擺設筵席. 」(詩23:5) 大衛在一個惡劣的社會中, 得蒙引領, 

來到得 神力量的筵席裡. 雖然他被敵人包圍, 但卻能夠前所未有的坐下來, 滿心平安的

吃喝; 他心中的確據是無法被奪去的. 

大衛繼續説: 「你用油膏了我的頭. 」(詩23:5). 換言之, 他説: 「我現在明白我一生的

目的. 我以為自己在歌利亞的時期, 或者, 當我唱歌替掃羅趕逐惡魔時, 得勝了. 然而, 

你領我走過死蔭的幽谷; 如今, 我既脱離困境, 便領會我的一生是為要成就比我所想更為

偉大的事. 我明白這是關乎你的國度和子民的! 亅 

「我的福杯滿溢. 」(詩23:5). 當時, 他的全人都流露出喜樂之情. 主內生活的喜樂是遠

遠深於在教會裡歌唱或自己感到不錯的. 每逢罪人歸回, 主和天使們都歡呼不已; 而且, 

衪樂意讓我們分享衪的喜樂! 

也就是說, 你的喜樂再也不僅是由於羊舍裡有燕麥, 或者你感到既舒適, 又溫暖. 你的喜

樂將會遠遠的超越你從頭3節經文所學到的. 現在, 你的喜樂乃是因為 神透過你的生命而

在你的世代裡心滿意足. 



 

恩惠和慈愛 

最後, 大衛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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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23:6). 當我來到自己天路歷程的終點時, 我要能夠回顧, 而在人家的生命裡看見恩

惠和慈愛. 我希望能夠說: 「主啊, 你賜他們給我, 而我沒有失去他們. 我盡力餵養他們

, 且提醒他們, 說你必看顧他們. 我盡力領他們來到這轉捩點, 好讓他們能為著社會的需

要而擺上. 我教導他們, 即使處於充滿仇恨, 我們寧可不去的地方, 那裡還是有筵席的. 

」 

言歸正傳, 説到這信札的題目「為著上天的緣故, 趕快死掉! 」讓我們趕快向自己和自己

的恐懼感死掉, 好讓我們能來到這轉捩點, 叫眾人能歸信主. 自我中心的教會絕不會感動

這世代的人. 因此, 神呼籲我們要來到這轉捩點; 一切再也不關乎我們, 乃關乎衪的計劃

和旨意. 所以, 讓我們去完成 神的聖召. 讓我們在超自然的事情上相信祂. 但願衪陶造

我們成為(那為我們上十字架的)主的使者! 

如果我們在這天路歷程上跟隨祂, 神必使我們在今生有所貢獻. 祂必賜我們恩典和力量, 

好讓我們能為無數的人開路, 以致別人都會尊衪為主和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