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訊

感冒预防针

 (10/12, 19, Sun, 12pm-2pm, 图书室)

支持恩韻音乐事奉 : 支票: “CBCOC”

 10/12 特别奉献: (执事们)

常青团契 (10/17, Fri, 9:30am)

 Gilbert/Eileen/Meishin: “迦勒”短宣队

 Susanna Dayala (医治祷告)

感恩见证会 (11/22, Sat, 5:30pm)





SCRIPTURE

讀經



詩篇 91

1-8  司会

9-13 会众

14-16 司会

(pp. 903-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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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唯親眼觀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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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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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MON

信息

10/12/14



“翅膀蔭下 Under His Wings” (II)

(詩篇 91)

邓牧師



詩篇 91 的可能背景:

非利士人争战: 死里逃生!

一场重病: 竞得痊愈!

野兽突击: 绝处逢生!

邪灵压制: 赶鬼, 释放, 自由!

诗人劝勉: 神翅膀蔭下 --我們的避難所!

“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 
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 你要投靠在他的
翅膀底下, 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

“祸患必不临到你, 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 因
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 在你行的一切道路
上保护你.”



詩篇 91 的误解:無災無病的生活?

试探神: 神保证消灾; 我任意而行?!
不怕黑夜的惊骇: 夜不闭户?!

不怕白日飞的箭: 闯红灯!?

不怕黑夜行的瘟疫: 发高烧, 不送急诊?!

不怕午间灭人的毒病:两包烟; 不怕得肺癌?!

魔鬼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跳下去!” 
因为经上记着说: ‘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
用手托着你,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耶稣说: “经上又说: 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信靠不是愚昧; 智慧不是小信



詩篇 91 的误解: 试探神

怀疑神: 伤痛中, 神的翅膀不管用?!

儿子: 车祸丧生

女儿: 忧虑自杀

父母: 记忆丧失

爱人: 不治之症 . . . .

“为何不医治? 不保护? 不拯救?”

“When Bad Things Happen to Good People”

约伯的妻子对他说: “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
? 你弃掉神, 死了吧!”

(神)全备的拯救 苦难的人生 (基督徒)



詩 91 (神)全备的拯救 苦难的人生 (基督徒)

非完全应验在今生

C. S. Lewis: “假设神答应解决一切问题, . . ”

不用传道: 水泄不通的教会!

 “信耶稣; 得水牛!”

约翰 6:26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你们找
我, 并不是因见了神迹, 乃是因吃饼得饱.”

翅膀荫下: 经历苦难

约翰 16:33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
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詩 91 (神)全备的拯救 苦难的人生 (基督徒)

非完全应验在今生

非圣经唯一的诗篇

詩 91 (得胜的乐歌) 詩22 (受难的哀歌)

“我赤身出于母胎, 也必赤身归回; 赏赐的是耶
和华. 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
称颂的. 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 不也受祸吗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难道是患难
吗? 是困苦吗? 是逼迫吗? 是饥饿吗? 是赤身
露体吗? 是危险吗? 是刀剑吗? 然而, 靠着爱
我们的主, 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詩 91 (神)全备的拯救 苦难的人生 (基督徒)

非完全应验在今生/非圣经唯一的诗篇

詩 91 (得胜的乐歌) 詩22 (受难的哀歌)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难道是患难
吗? 是困苦吗? 是逼迫吗? 是饥饿吗? 是赤身
露体吗? 然而, 靠着爱我们的主, 在这一切的
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因为我深信: 无论是死
, 是生, 是天使, 是掌权的, 是有能的, 是现在
的事, 是将来的事, 是高处的, 是低处的, 是别
的受造之物, 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这
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詩 91 (神)全备的拯救 苦难的人生 (基督徒)

非完全应验在今生/非圣经唯一的诗篇

预言终极完全的救恩/拯救

今生局部的拯救 (预表) 永世完全的应验

(今生)住在神翅膀蔭下: 

心的破碎

严重伤害

“祸患必不临到你, 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

“他们用手托着你,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你要踹狮子和虺蛇, 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

“我要使他长寿, 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

永世: 詩 91完全应验



詩 91 (神)全备的拯救 苦难的人生 (基督徒)

非完全应验在今生/非圣经唯一的诗篇

预言终极完全的救恩/拯救

今生局部的拯救 (预表) 永世完全的应验

(今生)住在神翅膀蔭下: 

心的破碎

严重伤害

“我想, 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
荣耀, 就不足介意了.”

永世: 詩 91完全应验



你住在那里? 你信靠什么?

神翅膀蔭下 (有空处): 三件吃驚事!

“Good things . . . Bad People坏人得好报”

恩典 (Grace): 得到 --不配得的!

慈悲 (Mercy): 没有得到 --该得的!

伤痕累累, 血迹般般的翅膀!

我的翅膀为你们张开:

“为你们的过犯受害; 为你们的罪孽压伤!”

他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他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他的血迹 --我们得赦免!



你住在那里? 你信靠什么?

神翅膀蔭下 (有空处): 

“Good things . . . Bad People 壞人得好報!”

伤痕累累, 血迹般般的翅膀!

体会神的爱: “口中的哀鸣”

“耶路撒冷啊, 耶路撒冷啊 . .只是你们不愿意”

“我父啊! 倘若可行, 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 .”

“父啊, 赦免他们! 因为 . . .他们不晓得!”

“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诗 22)

他被弃绝; 我被纪念 (诗 91)

“求你记念我! . . . 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RESPONSE  HYMN

回應詩



#360 

“Like a River Glorious"

“安樂無休”



#360 Like a River Glorious 1/3

主所賜的平安; 彷彿江河流

使我心覺歡欣; 永無盡無休

主的恩典完全; 越受越豐滿

主的安樂長存; 永世不間斷

我依靠耶和華; 滿心得安樂

照著主的應許; 句句都不錯



#360 Like a River Glorious 2/3

藏主膀臂之下; 災禍不能臨

仇敵我不懼怕; 因它不能侵

實在一無罣慮; 心中甚穩固

沒有一點煩惱; 因有主保護

我依靠耶和華; 滿心得安樂

照著主的應許; 句句都不錯



#360 Like a River Glorious 3/3

各樣歡樂憂傷; 皆是主安排

就是遇見災難; 主也不離開

我要依靠救主; 萬事交托主

只要信心堅固; 主必定幫助

我依靠耶和華; 滿心得安樂

照著主的應許; 句句都不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