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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翅膀蔭下 Under His Wings”

(詩篇 91)

邓牧師



圣经测验: 詩篇 91 的前一篇?
詩 90 神人摩西的祈祷

“你使人归于尘土, . . 他们如生长的草, 早晨发
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 . . 我们经过的日子
都在你震怒之下, 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
叹息. . . 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
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矜夸的不过是劳苦
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 . . .”

“受造之物服在虚空之下, . . 仍然指望脱离败
坏的辖制，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
息、劳苦，直到如今。. . .”

“不如意者, . . .”/ “活的好辛苦”/ “人生如苦海”



詩 90 神人摩西的祈祷

“归于尘土, . .震怒之下, . .一声叹息. . 劳苦愁
烦; 转眼成空, 如飞而去. ” How to love?

“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
们得着智慧的心 (v.12) . . 愿你的作为向你仆
人显现, 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 (v. 16)”

指教/显现 (Show & Tell): 数算日子/智慧的心

认识人生; 智慧生活 Smart Living?: 

iphone 6 & iwatch (smart) ?!!

詩 91 神的回应: 住在我里面!



认识人生; 智慧生活 Smart Living?: 

詩 90 神人的祈祷: 要到几时呢?

居所 (v. 1), 生长的草 (v. 5)

你的作为 (v. 16)

詩 91 神的回应: 住在我里面!

至高者 (v. 1), 居所 (v. 9)

见恶人遭报 (v. 8)

詩 92 百姓的赞美 (宣扬): 慈爱/信实

至高者 (v. 1), 你的作为 (vv. 4-5)

茂盛如草 (v. 7)

见仇敌遭报 (v. 11)

眼泪

欢呼



詩 91 神翅膀蔭下: 我們的避難所 [神的作为]

他的保护 (vv. 1-8): 詩人

 邀请 (vv. 1-2)

 经历保护 (vv. 3-7)

灾害的来源: 恶人 (v. 8)

他的能力 (vv. 9-13): 詩人

 邀请 (vv. 9-10)

 经历得胜 (vv. 11-13)

保护的管道: 天使 (v. 11)

他的保証 (vv. 14-16): 上帝

七个应许



詩 91 神翅膀蔭下: 我們的避難所 (vv. 1-8)
邀请 (vv. 1-2) 住在至高者隐密处的, 必住在全
能者的荫下. 2 我要论到耶和华说: 他是我的
避难所, 是我的山寨, 是我的神, 我所倚靠的.

“至高者; 全能者”: 创造主, 崇高, 伟大
“耶和华; 我的神”: 救赎主, 慈爱, 亲近
“隐密处; 荫下”: 日晒雨泠 -- 藏身处
“避难所; 山寨”: 铜墙铁壁 -- 避风港

你的倚靠? 
Obama_Care? 习近平_Care? 
i_care: 银行, 股票, . . .    [耶和华_Care?!]
“不测风云; 旦夕祸福”[地震: not if, but when!]



保护 (vv.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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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翎毛; 翅膀”: 大鸟保护小鸟

诗 57:1; 诗 61:4; 赛 31:5 “神啊, 求你怜悯我, . 
. 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 等到灾害过去.
雀鸟怎样扇翅覆雏, 万军之耶和华也要照样
保护耶路撒冷. 他必保护拯救, 要越门保守.”

马太 23:37-38 耶路撒冷啊, 耶路撒冷啊！. . 
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
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



保护 (vv.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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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翎毛; 翅膀”: 大鸟保护小鸟 – 什么灾难?

“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

人生陷阱, 威胁, 危险, 灾难 (主祷文)

5-7 “不怕黑夜的惊骇; 白日飞的箭; 黑夜行的
瘟疫, 午间灭人的毒病. 虽有千人仆倒在你旁
边, 万人仆倒在你右边, 这灾却不得临近你”

不受时空限制 (24/7; everywhere)

Terrorism (不怕): 天灾人祸; 污鬼邪灵



詩 91 神翅膀蔭下: 我們的避難所 (vv. 1-8)
保护 (vv. 3-7) “黑夜的惊骇; 白日飞的箭; 黑夜
行的瘟疫, 午间灭人的毒病. 千人仆倒在你旁
边, 万人仆倒在你右边, 这灾却不得临近你”

不受时空限制/天灾人祸; 污鬼邪灵

Liberia: Ebola

Japan: 海嘯; 火山

Syria: ISIS

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
, 信德当做藤牌, 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

v. 8 “你唯亲眼观看, 见恶人遭报!” (申冤在我
, 我必报应)



邀请 (vv. 9-10) “避难所, 你的居所: 祸患必不
临到你, 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 平安原因?

 天使的帮助: 得胜 (vv. 11-13) “他的使者, 你
行的一切道路上 [中国/美国/Brazil] 保护你.”  

他们要用手托着你, . . [不跌倒, 失败]
踹在狮子, 虺蛇, 少壮狮子和大蛇.” [得胜]
来 1 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 奉差遣 . .效力?
路加 10 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 像闪电一
样. 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 胜
过仇敌一切的能力, 没有什么能害你们

罗马书 16 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
们脚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和你们同在



詩 91 神翅膀蔭下: 我們的避難所 (vv. 14-16)
他的保証 : 七个应许 (“神说”)

因为他专心爱我, 我就要搭救他;
因为他知道我的名, 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
他若求告我, 我就应允他;
他在急难中, 我要与他同在.
我要搭救他, 使他尊贵.
我要使他足享长寿, 
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

中国短宣
惠华车祸
三姊病痛

感恩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