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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中有道

拜讀李鴻標牧師的著作，筆者特別欣賞他的精句，

蘊藏著基督信仰裏面最基要、但又是最容易在忙碌生活

中被埋沒的珍寶―上主對人永遠可靠的應許和訓誨。

插畫師歐陽競標弟兄簡潔、平易近人的圖畫，看著看

著，不知不覺間，內在的情感與作者的金言便產生了契

合，讓筆者一整天都會不忘金言的意思。

在這慣於追求成就的時代，平易近人的反容易被輕看

了，我們基督徒必須常常虛心自省。無論身於銀色年華，

或仍在天天奔波勞碌的，唯獨沐浴於出自聖經的金言，與

聖靈的契合，認清生活的意義和方向，方能活得有力。

筆者認為這樣使用本書對個人靈命的幫助較大：先

邀約一、兩位禱伴同走這趟旅程。每星期開始新一篇，

按你平常的速度看畢整遍內容和篇末的應用問題。在該

周序周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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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之後的日子，每天重讀一個分題：用一兩分鐘看看

相關的圖畫，並動動嘴巴，輕輕唸誦圖畫中的金言，留

意一下內心與圖畫和金言相遇的感受。然後才重讀分題

內容，一邊自問：自己的生命是怎樣的，今天的內容給

我看到的又是怎樣的生命？跟著就給自己一個機會去實

踐相關的應用問題吧！若有同伴與你一起分享得著和挑

戰，並彼此代禱，同走天路，這是生命中何等美的事！

周頌堯院牧

二零二二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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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冊繪圖《大雀鳥小雀鳥》曾在二零一六年在《基督

教週報》刊載過的作品。當時先由筆者撰文，然後交歐陽

競標弟兄繪圖把文意勾劃出來。

如今經他繪圖上色，並由我加以解釋圖中四句話的含

意，並編撰每篇應用問題供個人反思或小組討論，結集為

《雀鳥金言》，盼這個全新面貌的出版—靈修小品，不但

能在信仰上幫助信徒，也能成為同工牧養上的好工具。

李鴻標

二零二二年五月

作者序作者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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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 二十三篇 1-6節

1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2	 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

3	 他使我的靈魂甦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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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是善牧常施恩

我靈甦醒義路行

縱過幽谷仍不怕

永居主殿最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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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是善牧常施恩

圖中四句話是詩篇二十三篇的撮要。第一句：「主是善牧

常施恩」，來自詩篇當中兩句話，就是「耶和華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致缺乏」（詩二十三1）；以及「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

慈愛隨著我」（詩二十三6）。

上帝是常施恩惠的好牧者，祂的恩惠叫人不致缺乏，並且

是一生一世的。祂的恩典夠用，信靠祂就可以「日子如何，力

量也如何」—日子愈艱難，就愈有面對艱困的能力。

這詩篇用了兩個比喻去描述人是如何及何等蒙恩：

1. 蒙引導的羊（大衛王也曾有過牧羊的經驗）

 「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

（詩二十三 2）

2. 被揀選的受膏者（大衛王也曾有過被膏立為王的經驗）

 「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詩二十三

5下）

上帝是我們的好牧人，祂要引導我們安度一生，甚至願

意為人捨命，如主耶穌所說：「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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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約十11）同時，祂也要揀選我們做君尊的祭司（受膏

者），賜福給我們，並藉我們賜恩福給別人。如經上所說：

「你們是被揀選的一族，是君尊的祭司，是神聖的國度，是屬

上帝的子民，要使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

德。」（彼前二9）

上帝對我們的愛是無比無雙的愛，就是聖經所說：「為義

人死，是少有的；為仁人死，或者有敢做的。惟有基督在我們

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上帝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

（羅五7-8）此外，聖經更一再告訴我們，上帝以永遠的愛愛我

們（耶三十一3），基督耶穌會愛我們到底（約十三1）。

主耶穌愛我們到底，可以有兩個含意：一是程度方面，即

是一種極深至高，甚至捨命救人的大愛；另一是時間方面，是

一種永恆不息、沒有盡頭的愛。

二、我靈甦醒義路行

第二句：「我靈甦醒義路行」，就是指：「他使我的靈魂

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詩二十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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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魂甦醒，固然是大衛王所用的形容，上帝賜他「憂傷痛

悔的心」（詩五十一17），使他裏面重新有一顆「清潔的心、

正直的靈」（詩五十一10），重獲行走義路的力量。

對我來說，就是聖靈燃點我的信心，感動我認耶穌為主

（林前十二3）。換句話說，上帝藉聖靈使我的靈魂甦醒，叫我

從不知與不信，到知道並相信，承認和接受祂就是那位創造我

的主、拯救我的上帝（詩一百3，六十八19）。當我的靈魂甦

醒過來，我就可以像大衛王一樣，重獲行走義路的力量，過著

「與所蒙的呼召相稱」的生活（弗四1-2）。

或也可用一個「樣」（木，羊，永）字去解說「我靈甦醒義

路行」。聖經說：「他（基督耶穌）被掛在木頭（十字架）上，

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彼前二24）又說：「信的人有永

生。」（約六47）意即是指，上帝的羔「羊」被掛在「木」頭

上，替代了我們受罰，叫信的人有「永生」—「永恆而不一

樣」的生命：因相信那被掛在「木」頭（十字架）上的羔「羊」

（耶穌基督）而得到一個有自由和能力行善的永恆新生命。經

上說：「我們是他所造之物，在基督耶穌裏創造的，為要使我

們行善，就是上帝早已預備好要我們做的。」（弗二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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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藉基督使我們成為新造的人，祂更藉聖靈使我們心裏

的力量剛強起來，幫助我們走義路—行各樣的善事，生命不

再一樣。如聖經所說：「上帝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裏的大能充

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弗三20）

三、縱過幽谷仍不怕

第三句：「縱過幽谷仍不怕」，出自「我雖然行過死蔭的

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詩二十三4），以及

「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詩二十三5）。

當我們遭遇患難艱苦的時候，因為有上帝的同在，就可以

不用害怕。原來當憂愁膽怯的時候，我們仍可以藉著禱告，得

著那超乎我們所能理解、耶穌基督所應許的平安。

主耶穌的應許是：「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把我的平安賜

給你們。我所賜給你們的，不像世人所賜的。你們心裏不要憂

愁，也不要膽怯。」（約十四27）使徒保羅更指出，欲要得到

主所應許的真平安，就「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

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上帝」（腓四6）；這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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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所賜那超越人所能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裏，保守你們

的心懷意念。」（腓四7）

在我們受苦的日子、遭難的年歲、大敵當前的時候，上

帝更會為我們擺設得勝的筵席，使我們仍可歡呼喜樂，得勝有

餘。這不僅是指新天新地那時的羔羊婚筵—慶祝終極得勝的

筵席。敵前設筵，也可以是說，當我們還活在世上，每逢大敵

當前、遭遇患難的時候，上帝就會為我們敵前設筵，使我們可

以從容面對一切患難艱苦。這豈不比「空城計」更厲害嗎？因

在大敵（苦難）當前的時候，我們不單可以大開城門，更還可

以大排筵席。

經上說：「天使對我說：『你要寫下來：凡被請赴羔羊婚

宴的人有福了！』」（啟十九9）有福，是因為「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哭號和痛苦」（啟二十一4）。

不錯，信靠上帝的人確實可以仿效先賢，在受苦遭難之

時，求告上帝說：「求你使我們早早飽得你的慈愛，好叫我們

一生一世歡呼喜樂。求你照著你使我們受苦的日子，和我們遭

難的年歲，使我們喜樂。」（詩九十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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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永居主殿最安心

第四句：「永居主殿最安心」，出於這金詩的最後一句：

「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詩二十三6）

主耶穌曾應許說：「我去原是為你們預備地方去。我若去

為你們預備了地方，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裏去，我在哪裏，

叫你們也在哪裏。」（約十四2-3）那時候，我們就會永遠住在

祂的殿中，就是聖經所指的新天新地，我們要在那裏與上帝永

遠同在，不再有罪惡、痛苦和死亡。那當然是最安心！

請聽聖經的話：「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天

和先前的地已經過去了，海（代表惡與罪的獸出沒之處）也不

再有了。……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上帝

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他們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上帝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上帝）。上帝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

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痛苦，因為先前的事

都過去了。』」（啟二十一1、3-4）

此外，當我們還在世上存活的時候，上帝也為我們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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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教會—耶和華的殿，讓每一位已經「住在耶和華殿中」的

人，能夠安心以教會為家，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

並且同心合力傳道服務，叫人一同得福、得恩、得救，得以安

心住在耶和華的殿中。

聖經告訴我們：「你們不再是外人或客旅，是與聖徒同

國，是上帝家裏的人了。」（弗二19）使徒更勸勉蒙恩得救

的人說：「我們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來十

24）當然更重要的是，耶穌基督甚願普天下的人都能與我們一

起永居主殿，所以祂吩咐因信而可以永居主殿的人說：「你們

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可

十六15-16）

因此，我們當專心信靠這位好牧者，一心讚美祂，傳揚

祂。這個時候，不妨憑歌寄意，藉以下詩歌「主是善牧」，歌

頌我們這位好牧者。即或不然，也可高聲朗誦一兩遍，甚或將

這四句歌詞（圖中四句話）背記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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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是善牧

3．4 5 5│ 1．2 3 -│ 3．4 5 4│ 3．2 1 -│

主 是善牧 常 施恩， 我 靈甦醒 義 路行，

2．3 4 4│ 4．3 2 -│ 5．4 3 4│ 3．2 1 -│

縱 過幽谷 仍 不怕， 永 居主殿 最 安心。

主是善牧常施恩

我靈甦醒義路行

縱過幽谷仍不怕

永居主殿最安心

F 調 3/4 曲、詞：李鴻標



11

1 主是善牧

應應
用用
問問 題題

1. 你是否認同「主是善牧常施恩」？請你細心思想一下，主
上帝如何做你的好牧人（可從耶穌基督為你捨命，以及一

些往事或難關入手），又賜過哪些恩惠給你（可由生命、

平安、永生，以及陽光、空氣、雨水開始數算）？

2. 我靈甦醒義路行！現在請你再次在沒法以肉眼看見的主上
帝面前確認，祂就是那位「創造你的主、拯救你的上帝」，

並且祈求祂賜你一生行走義路的力量，過著「與所蒙的呼

召相稱的生活」，藉好行為（不一樣的生命）榮耀主上帝。

你也可以細心想一想，相信主上帝以後，生命不再一樣的

具體事例。

3. 你試描述一下，以往你曾親身經歷或從各樣途徑得知三幾
項「縱過幽谷仍不怕」的事，就是那些叫人「苦難當前心

仍安」的往事。並可選取一首你喜歡的讚美詩，歌頌那位

賜你真平安的主上帝！

4. 永居主殿最安心！你如今是否仍然過著一個正常的教會生
活，與主內弟兄姊妹時常「彼此相顧、激法愛心、勉勵行

善」？你又是否渴望能夠引領更多人，尤其是你的親朋好

友，可以與你一同「永居主殿」呢？在這兩方面，你確實

可以藉著禱告尋求聖靈的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