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選擇那上好的福分



住在至高者隱密處的住在至高者隱密處的住在至高者隱密處的住在至高者隱密處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蔭下必住在全能者的蔭下必住在全能者的蔭下必住在全能者的蔭下。。。。
我要論到耶和華說我要論到耶和華說我要論到耶和華說我要論到耶和華說，，，，他是我的避難所他是我的避難所他是我的避難所他是我的避難所，，，，
是我的山寨是我的山寨是我的山寨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的神是我的神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是我所倚靠的是我所倚靠的是我所倚靠的。。。。
他必救你脫離捕鳥人的網羅他必救你脫離捕鳥人的網羅他必救你脫離捕鳥人的網羅他必救你脫離捕鳥人的網羅，，，，和毒害的瘟疫和毒害的瘟疫和毒害的瘟疫和毒害的瘟疫。。。。
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

詩篇第九十一篇詩篇第九十一篇詩篇第九十一篇詩篇第九十一篇

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
他的誠實他的誠實他的誠實他的誠實，，，，是大小的盾是大小的盾是大小的盾是大小的盾牌牌牌牌
你必不怕黑夜的驚駭你必不怕黑夜的驚駭你必不怕黑夜的驚駭你必不怕黑夜的驚駭，，，，或是白日飛的箭或是白日飛的箭或是白日飛的箭或是白日飛的箭。。。。
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間滅人的毒病或是午間滅人的毒病或是午間滅人的毒病或是午間滅人的毒病。。。。
雖有千人仆倒在你旁邊雖有千人仆倒在你旁邊雖有千人仆倒在你旁邊雖有千人仆倒在你旁邊，，，，萬人仆倒在你右邊萬人仆倒在你右邊萬人仆倒在你右邊萬人仆倒在你右邊，，，，
這災卻不得臨近你這災卻不得臨近你這災卻不得臨近你這災卻不得臨近你。。。。
你惟親眼觀看你惟親眼觀看你惟親眼觀看你惟親眼觀看，，，，見惡人遭報見惡人遭報見惡人遭報見惡人遭報。。。。



耶和華是我的避難所耶和華是我的避難所耶和華是我的避難所耶和華是我的避難所。。。。你已將至高者當你的居所你已將至高者當你的居所你已將至高者當你的居所你已將至高者當你的居所。。。。

禍患必不臨到你禍患必不臨到你禍患必不臨到你禍患必不臨到你，，，，災害也不挨近你的帳棚災害也不挨近你的帳棚災害也不挨近你的帳棚災害也不挨近你的帳棚。。。。
因他要為你吩咐他的使者因他要為你吩咐他的使者因他要為你吩咐他的使者因他要為你吩咐他的使者，，，，
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護你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護你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護你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護你。。。。
他們要用手托著你他們要用手托著你他們要用手托著你他們要用手托著你，，，，免得你的腳碰在石頭上免得你的腳碰在石頭上免得你的腳碰在石頭上免得你的腳碰在石頭上。。。。
你要踹在獅子和虺蛇的身上你要踹在獅子和虺蛇的身上你要踹在獅子和虺蛇的身上你要踹在獅子和虺蛇的身上，，，，踐踏少壯獅子和大蛇踐踏少壯獅子和大蛇踐踏少壯獅子和大蛇踐踏少壯獅子和大蛇

神神神神﹝﹝﹝﹝說說說說﹞﹞﹞﹞，，，，因為他專心愛我因為他專心愛我因為他專心愛我因為他專心愛我，，，，我就搭救他我就搭救他我就搭救他我就搭救他。。。。
因為他知道我的名因為他知道我的名因為他知道我的名因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處我要把他安置在高處我要把他安置在高處我要把他安置在高處。。。。
他若求告我他若求告我他若求告我他若求告我，，，，我就應允他我就應允他我就應允他我就應允他。。。。
他在急難中他在急難中他在急難中他在急難中，，，，我要與他同在我要與他同在我要與他同在我要與他同在。。。。
我要搭救他我要搭救他我要搭救他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貴使他尊貴使他尊貴使他尊貴。。。。
我要使他足享長壽我要使他足享長壽我要使他足享長壽我要使他足享長壽，，，，將我的救恩顯明給他將我的救恩顯明給他將我的救恩顯明給他將我的救恩顯明給他。。。。(1(1(1(1----16)16)16)16)



詩篇詩篇詩篇詩篇91919191篇是一首可以對篇是一首可以對篇是一首可以對篇是一首可以對話話話話方式的信靠詩方式的信靠詩方式的信靠詩方式的信靠詩

在危險環境中在危險環境中在危險環境中在危險環境中，，，，帶給我們極大的安慰和保障帶給我們極大的安慰和保障帶給我們極大的安慰和保障帶給我們極大的安慰和保障

第第第第1~2,9a1~2,9a1~2,9a1~2,9a節節節節

是詩人的宣告和堅定信靠是詩人的宣告和堅定信靠是詩人的宣告和堅定信靠是詩人的宣告和堅定信靠至高者至高者至高者至高者的獨白的獨白的獨白的獨白

第第第第3~133~133~133~13節節節節

信徒合唱一同信徒合唱一同信徒合唱一同信徒合唱一同經歷經歷經歷經歷全能者全能者全能者全能者的的的的聖徒和看顧聖徒和看顧聖徒和看顧聖徒和看顧

第第第第14~1614~1614~1614~16節節節節

天地齊聲歌頌天地齊聲歌頌天地齊聲歌頌天地齊聲歌頌神賜神賜神賜神賜給信靠者寶貴的應許給信靠者寶貴的應許給信靠者寶貴的應許給信靠者寶貴的應許



捕鳥人的網羅捕鳥人的網羅捕鳥人的網羅捕鳥人的網羅

毒害的瘟疫毒害的瘟疫毒害的瘟疫毒害的瘟疫

黑夜的驚駭黑夜的驚駭黑夜的驚駭黑夜的驚駭

千人仆倒在你旁邊千人仆倒在你旁邊千人仆倒在你旁邊千人仆倒在你旁邊

萬人仆倒在你右邊萬人仆倒在你右邊萬人仆倒在你右邊萬人仆倒在你右邊

禍患臨到禍患臨到禍患臨到禍患臨到

詩人提到人生各樣的危險和災情詩人提到人生各樣的危險和災情詩人提到人生各樣的危險和災情詩人提到人生各樣的危險和災情

白日飛的箭白日飛的箭白日飛的箭白日飛的箭

黑夜行的瘟疫黑夜行的瘟疫黑夜行的瘟疫黑夜行的瘟疫

午間滅人的毒病午間滅人的毒病午間滅人的毒病午間滅人的毒病

災害挨近災害挨近災害挨近災害挨近

獅子和虺蛇獅子和虺蛇獅子和虺蛇獅子和虺蛇

少壯獅子和大蛇少壯獅子和大蛇少壯獅子和大蛇少壯獅子和大蛇

在急難中在急難中在急難中在急難中



詩人宣告他詩人宣告他詩人宣告他詩人宣告他所倚靠所倚靠所倚靠所倚靠、、、、所認識的神所認識的神所認識的神所認識的神

祂是祂是祂是祂是「「「「至高者至高者至高者至高者」」」」
「「「「因為耶和華是至高者因為耶和華是至高者因為耶和華是至高者因為耶和華是至高者，，，，是可畏的是可畏的是可畏的是可畏的，，，，
祂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祂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祂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祂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詩詩詩詩 47:2)47:2)47:2)47:2)

祂是祂是祂是祂是「「「「全能者全能者全能者全能者」」」」
主神主神主神主神、、、、全能者阿全能者阿全能者阿全能者阿、、、、你的作为大哉你的作为大哉你的作为大哉你的作为大哉、、、、奇哉奇哉奇哉奇哉、、、、
万世之王阿万世之王阿万世之王阿万世之王阿、、、、你的道途义哉你的道途义哉你的道途义哉你的道途义哉、、、、诚哉诚哉诚哉诚哉。。。。((((啟啟啟啟 15:3)15:3)15:3)15:3)

耶和華沙代耶和華沙代耶和華沙代耶和華沙代 （Shaddai）

祂是祂是祂是祂是「「「「耶和華耶和華耶和華耶和華」」」」
「「「「我是耶和華我是耶和華我是耶和華我是耶和華，，，，這是我的名這是我的名這是我的名這是我的名」」」」((((賽 42:8)42:8)42:8)42:8)



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的人生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的人生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的人生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的人生

人生是一個充滿危險災難疾病痛苦的過程人生是一個充滿危險災難疾病痛苦的過程人生是一個充滿危險災難疾病痛苦的過程人生是一個充滿危險災難疾病痛苦的過程
這條道路人人要走實在無法預料難以掌握這條道路人人要走實在無法預料難以掌握這條道路人人要走實在無法預料難以掌握這條道路人人要走實在無法預料難以掌握

從那來往那去白天流汗夜間流淚大有人在從那來往那去白天流汗夜間流淚大有人在從那來往那去白天流汗夜間流淚大有人在從那來往那去白天流汗夜間流淚大有人在
誰能保證一生平順更有誰知道活著為甚麼誰能保證一生平順更有誰知道活著為甚麼誰能保證一生平順更有誰知道活著為甚麼誰能保證一生平順更有誰知道活著為甚麼

有誰滿意健康平順曾經擁有何需天長地久有誰滿意健康平順曾經擁有何需天長地久有誰滿意健康平順曾經擁有何需天長地久有誰滿意健康平順曾經擁有何需天長地久
有誰滿意平庸一生苟延殘喘只要九十一百有誰滿意平庸一生苟延殘喘只要九十一百有誰滿意平庸一生苟延殘喘只要九十一百有誰滿意平庸一生苟延殘喘只要九十一百



暴風雨前夕的海洋夜色暴風雨前夕的海洋夜色暴風雨前夕的海洋夜色暴風雨前夕的海洋夜色







震中及重灾区震中及重灾区震中及重灾区震中及重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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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氏里氏里氏里氏8.08.08.08.0级级级级

•近千年力度最大的地震近千年力度最大的地震近千年力度最大的地震近千年力度最大的地震

•上万次余震上万次余震上万次余震上万次余震

024024024024









NYNYNYNY NJNJNJNJ CACACACA CountriesCountriesCountriesCountries

5555----11111111----09090909 191191191191 7777 190190190190

5555----15151515----09090909 242242242242 14141414 504504504504

2009200920092009年年年年 H1N1/A Flu H1N1/A Flu H1N1/A Flu H1N1/A Flu 快速蔓延快速蔓延快速蔓延快速蔓延威胁全球威胁全球威胁全球威胁全球

5555----23232323----09090909

Week 20Week 20Week 20Week 20

553553553553 72727272 WisconsinWisconsinWisconsinWisconsin

1430143014301430

8,9758,9758,9758,975

USAUSAUSAUSA

World SinaWorld SinaWorld SinaWorld Sina 54 54 54 54 

countriescountriescountriescountries

99 99 99 99 

diediediedie

15,510 15,510 15,510 15,510 

worldworldworldworld

去了又來的禽流感去了又來的禽流感去了又來的禽流感去了又來的禽流感!!!!



從以前的從以前的從以前的從以前的SARSSARSSARSSARS到現在的禽流感疫區居民的感受是非常到現在的禽流感疫區居民的感受是非常到現在的禽流感疫區居民的感受是非常到現在的禽流感疫區居民的感受是非常驚慌驚慌驚慌驚慌

從汶川到雅安地震不親身在災區不曉得災民的悲從汶川到雅安地震不親身在災區不曉得災民的悲從汶川到雅安地震不親身在災區不曉得災民的悲從汶川到雅安地震不親身在災區不曉得災民的悲慘慘慘慘和淒和淒和淒和淒涼涼涼涼

從晴天霹靂的從晴天霹靂的從晴天霹靂的從晴天霹靂的911911911911到波士頓高枕無憂的日子已一去不再返到波士頓高枕無憂的日子已一去不再返到波士頓高枕無憂的日子已一去不再返到波士頓高枕無憂的日子已一去不再返

從伊朗到北韓的威脅全世界每天約從伊朗到北韓的威脅全世界每天約從伊朗到北韓的威脅全世界每天約從伊朗到北韓的威脅全世界每天約6666----12121212戰爭打破和平幻想戰爭打破和平幻想戰爭打破和平幻想戰爭打破和平幻想

從冰島希腊破產到歐洲美國的經濟衰退使得全球一片蕭條從冰島希腊破產到歐洲美國的經濟衰退使得全球一片蕭條從冰島希腊破產到歐洲美國的經濟衰退使得全球一片蕭條從冰島希腊破產到歐洲美國的經濟衰退使得全球一片蕭條

從美國高築債台到企業營運困難使得失業待業成家常便飯從美國高築債台到企業營運困難使得失業待業成家常便飯從美國高築債台到企業營運困難使得失業待業成家常便飯從美國高築債台到企業營運困難使得失業待業成家常便飯

從網絡的電玩到泛濫的色情充斥癱瘓了多少青少年和家庭從網絡的電玩到泛濫的色情充斥癱瘓了多少青少年和家庭從網絡的電玩到泛濫的色情充斥癱瘓了多少青少年和家庭從網絡的電玩到泛濫的色情充斥癱瘓了多少青少年和家庭

從老到少從男到女從早到晚不知道要花多少時間在手機上從老到少從男到女從早到晚不知道要花多少時間在手機上從老到少從男到女從早到晚不知道要花多少時間在手機上從老到少從男到女從早到晚不知道要花多少時間在手機上

科技愈進步人和人的距離愈疏遠家人不見面不聞聲只短訊科技愈進步人和人的距離愈疏遠家人不見面不聞聲只短訊科技愈進步人和人的距離愈疏遠家人不見面不聞聲只短訊科技愈進步人和人的距離愈疏遠家人不見面不聞聲只短訊



科技是一日千里科技是一日千里科技是一日千里科技是一日千里
道德是一瀉千里道德是一瀉千里道德是一瀉千里道德是一瀉千里
經濟是一厥不振經濟是一厥不振經濟是一厥不振經濟是一厥不振
物價是一路颩升物價是一路颩升物價是一路颩升物價是一路颩升
人心是一薄如紙人心是一薄如紙人心是一薄如紙人心是一薄如紙
煩惱是一言難盡煩惱是一言難盡煩惱是一言難盡煩惱是一言難盡
存款是一向不足存款是一向不足存款是一向不足存款是一向不足
手機雖一再換新手機雖一再換新手機雖一再換新手機雖一再換新
溝通是一字千金溝通是一字千金溝通是一字千金溝通是一字千金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是是是是一天天加重一天天加重一天天加重一天天加重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是是是是一天天减少一天天减少一天天减少一天天减少
身体身体身体身体是是是是一天天衰老一天天衰老一天天衰老一天天衰老



干不完的活干不完的活干不完的活干不完的活
读不完的书读不完的书读不完的书读不完的书
受不完的气受不完的气受不完的气受不完的气
吵不完的架吵不完的架吵不完的架吵不完的架
睡不足的觉睡不足的觉睡不足的觉睡不足的觉
治不好的病治不好的病治不好的病治不好的病

付不完的帐单付不完的帐单付不完的帐单付不完的帐单
喘不过来的气喘不过来的气喘不过来的气喘不过来的气
修不完的车子修不完的车子修不完的车子修不完的车子
回不完的電郵回不完的電郵回不完的電郵回不完的電郵
喚不回的喚不回的喚不回的喚不回的童年童年童年童年



WELCOME TO THE 21 ST CENTURY!!!

*Our Phones ~ Wireless

*Cooking ~ Fireless

*Cars ~ Keyless

*Food ~ Fatless

*Tyres ~ Tubeless

*Youth ~ Jobless*Youth ~ Jobless

*Leaders ~ Shameless

*Relationships ~ Meaningless

*Attitude ~ Careless

*Babies ~ Fatherless

*Feelings ~ Heartless

*Education ~ Valueless

*Children ~Mannerless

In fact I am ~ Speechless





詩人是一詩人是一詩人是一詩人是一位位位位有有有有豐富豐富豐富豐富人生經人生經人生經人生經驗驗驗驗的人的人的人的人

他他他他經過不同的人生經過不同的人生經過不同的人生經過不同的人生各樣各樣各樣各樣風風風風霜雪霜雪霜雪霜雪雨雨雨雨
明明明明白人生不是天色白人生不是天色白人生不是天色白人生不是天色常藍花香常漫常藍花香常漫常藍花香常漫常藍花香常漫

而而而而是充滿是充滿是充滿是充滿變數變數變數變數充滿危機無法充滿危機無法充滿危機無法充滿危機無法逆逆逆逆料料料料
他見他見他見他見過千人仆倒過千人仆倒過千人仆倒過千人仆倒也見也見也見也見過過過過巨巨巨巨大災難大災難大災難大災難

人生何人生何人生何人生何處處處處是是是是淨土淨土淨土淨土那里有那里有那里有那里有真正真正真正真正平安平安平安平安
詩人詩人詩人詩人找找找找到到到到了答案寫下了他了答案寫下了他了答案寫下了他了答案寫下了他的的的的秘訣秘訣秘訣秘訣



住住住住在至高者的在至高者的在至高者的在至高者的隱密處隱密處隱密處隱密處信靠全能者信靠全能者信靠全能者信靠全能者

詩人詩人詩人詩人先開宗明義先開宗明義先開宗明義先開宗明義的宣告的宣告的宣告的宣告他他他他的的的的答案答案答案答案
接接接接著著著著詳列各樣詳列各樣詳列各樣詳列各樣人生的災難和危險人生的災難和危險人生的災難和危險人生的災難和危險

他見他見他見他見證信靠神的人不證信靠神的人不證信靠神的人不證信靠神的人不用懼怕用懼怕用懼怕用懼怕驚驚驚驚慌慌慌慌
全能者全能者全能者全能者必必必必能保能保能保能保守投守投守投守投靠者不靠者不靠者不靠者不致遭致遭致遭致遭害害害害

神神神神也也也也要要要要差派使差派使差派使差派使者保者保者保者保守守守守看顧看顧看顧看顧眾兒女眾兒女眾兒女眾兒女
神神神神自己也自己也自己也自己也要要要要賞賞賞賞賜賜賜賜尊榮尊榮尊榮尊榮給給給給愛愛愛愛祂的人祂的人祂的人祂的人



住住住住在全能者的在全能者的在全能者的在全能者的蔭下蔭下蔭下蔭下

他必救你他必救你他必救你他必救你脫離捕鳥人的網羅脫離捕鳥人的網羅脫離捕鳥人的網羅脫離捕鳥人的網羅，，，，
和毒害的瘟疫和毒害的瘟疫和毒害的瘟疫和毒害的瘟疫

你你你你必不怕必不怕必不怕必不怕黑夜的驚駭黑夜的驚駭黑夜的驚駭黑夜的驚駭，，，，
或是白日飛的箭或是白日飛的箭或是白日飛的箭或是白日飛的箭。。。。

也不怕也不怕也不怕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黑夜行的瘟疫黑夜行的瘟疫黑夜行的瘟疫，，，，
或是午間滅人的毒病或是午間滅人的毒病或是午間滅人的毒病或是午間滅人的毒病。。。。

雖有千人仆倒在你旁邊雖有千人仆倒在你旁邊雖有千人仆倒在你旁邊雖有千人仆倒在你旁邊，，，，
萬人仆倒在你右邊萬人仆倒在你右邊萬人仆倒在你右邊萬人仆倒在你右邊，，，，

這災卻不得臨近你這災卻不得臨近你這災卻不得臨近你這災卻不得臨近你



詩人宣告他詩人宣告他詩人宣告他詩人宣告他所倚靠所倚靠所倚靠所倚靠、、、、所認識的神所認識的神所認識的神所認識的神

神是我的避難所神是我的避難所神是我的避難所神是我的避難所
是我的山寨是我的山寨是我的山寨是我的山寨((((進可攻進可攻進可攻進可攻、、、、退可守的堅固堡壘退可守的堅固堡壘退可守的堅固堡壘退可守的堅固堡壘))))
是我的神是我的神是我的神是我的神
是我所倚靠的是我所倚靠的是我所倚靠的是我所倚靠的 ((((2:52:52:52:5 五次講到五次講到五次講到五次講到「「「「我與神我與神我與神我與神」」」」的關係的關係的關係的關係))))

所以詩人所以詩人所以詩人所以詩人住在至高者的隱密處住在至高者的隱密處住在至高者的隱密處住在至高者的隱密處
住在全能者的蔭下住在全能者的蔭下住在全能者的蔭下住在全能者的蔭下
以耶和華以耶和華以耶和華以耶和華作作作作他的避難所他的避難所他的避難所他的避難所“

因為你曾幫助我因為你曾幫助我因為你曾幫助我因為你曾幫助我，，，，
我就在你翅膀的蔭下歡呼我就在你翅膀的蔭下歡呼我就在你翅膀的蔭下歡呼我就在你翅膀的蔭下歡呼（（（（詩篇詩篇詩篇詩篇 63:763:763:763:7）。）。）。）。



詩人宣告他詩人宣告他詩人宣告他詩人宣告他所倚靠所倚靠所倚靠所倚靠、、、、所認識的神所認識的神所認識的神所認識的神

詩人詩人詩人詩人也鼓勵聖徒也鼓勵聖徒也鼓勵聖徒也鼓勵聖徒
將至高者當作他們的居所將至高者當作他們的居所將至高者當作他們的居所將至高者當作他們的居所
就必得全能者的蔭庇保守就必得全能者的蔭庇保守就必得全能者的蔭庇保守就必得全能者的蔭庇保守
他必救你他必救你他必救你他必救你，，，，托著你托著你托著你托著你，，，，保護你保護你保護你保護你
你必不怕你必不怕你必不怕你必不怕，，，，不仆倒不仆倒不仆倒不仆倒
禍患必不臨到你禍患必不臨到你禍患必不臨到你禍患必不臨到你，，，，災害也不挨近你災害也不挨近你災害也不挨近你災害也不挨近你禍患必不臨到你禍患必不臨到你禍患必不臨到你禍患必不臨到你，，，，災害也不挨近你災害也不挨近你災害也不挨近你災害也不挨近你

神的恩慈如柔軟的翅膀護庇神的恩慈如柔軟的翅膀護庇神的恩慈如柔軟的翅膀護庇神的恩慈如柔軟的翅膀護庇
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
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

神的大能如堅固的盾牌保衛神的大能如堅固的盾牌保衛神的大能如堅固的盾牌保衛神的大能如堅固的盾牌保衛
他的誠實他的誠實他的誠實他的誠實，，，，是大小的盾牌是大小的盾牌是大小的盾牌是大小的盾牌



耶和華是我的避難所耶和華是我的避難所耶和華是我的避難所耶和華是我的避難所

你已將至高者當你的居所你已將至高者當你的居所你已將至高者當你的居所你已將至高者當你的居所
((((耶和華是你的避難所耶和華是你的避難所耶和華是你的避難所耶和華是你的避難所))))

禍患必禍患必禍患必禍患必不臨到你不臨到你不臨到你不臨到你
災害也災害也災害也災害也不挨近你不挨近你不挨近你不挨近你的帳棚的帳棚的帳棚的帳棚
((((得被聖別得被聖別得被聖別得被聖別、、、、埃及十災越過神的百姓埃及十災越過神的百姓埃及十災越過神的百姓埃及十災越過神的百姓))))

因他要為你吩咐他的使者因他要為你吩咐他的使者因他要為你吩咐他的使者因他要為你吩咐他的使者 ((((得蒙保守得蒙保守得蒙保守得蒙保守))))
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護你保護你保護你保護你。。。。
他們要用手他們要用手他們要用手他們要用手托著你托著你托著你托著你，，，，
免得你的腳碰在石頭上免得你的腳碰在石頭上免得你的腳碰在石頭上免得你的腳碰在石頭上。。。。

你要你要你要你要踹在獅子和虺蛇的身上踹在獅子和虺蛇的身上踹在獅子和虺蛇的身上踹在獅子和虺蛇的身上 ((((得勝得勝得勝得勝))))
踐踏少壯獅子和大蛇踐踏少壯獅子和大蛇踐踏少壯獅子和大蛇踐踏少壯獅子和大蛇。。。。(1(1(1(1彼彼彼彼 5:9)5:9)5:9)5:9)



神說神說神說神說 ((((三個因素三個因素三個因素三個因素、、、、八項恩典八項恩典八項恩典八項恩典))))

一一一一、、、、因為他專心愛我因為他專心愛我因為他專心愛我因為他專心愛我((((心懷二意的人不要想從主那裏得什麼心懷二意的人不要想從主那裏得什麼心懷二意的人不要想從主那裏得什麼心懷二意的人不要想從主那裏得什麼))))

1).1).1).1).我就搭救他我就搭救他我就搭救他我就搭救他 ((((在在在在危險中危險中危險中危險中))))

二二二二、、、、因為他知道我的名因為他知道我的名因為他知道我的名因為他知道我的名((((祂的名稱為奇妙祂的名稱為奇妙祂的名稱為奇妙祂的名稱為奇妙、、、、策士策士策士策士、、、、

全能全能的神全能全能的神全能全能的神全能全能的神、、、、永在的父永在的父永在的父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和平的君和平的君和平的君))))

2).2).2).2).我要把他安置在高處我要把他安置在高處我要把他安置在高處我要把他安置在高處((((與主一同復活坐在天與主一同復活坐在天與主一同復活坐在天與主一同復活坐在天))))

三三三三、、、、他若求告我他若求告我他若求告我他若求告我
我就應允他我就應允他我就應允他我就應允他。。。。3).3).3).3).我就應允他我就應允他我就應允他我就應允他。。。。

4).4).4).4).他在急難中他在急難中他在急難中他在急難中，，，，我要與他同在我要與他同在我要與他同在我要與他同在。。。。
5).5).5).5).我要搭救他我要搭救他我要搭救他我要搭救他，，，，
6).6).6).6).使他尊貴使他尊貴使他尊貴使他尊貴。。。。((((必得那永不衰殘的榮耀冠冕必得那永不衰殘的榮耀冠冕必得那永不衰殘的榮耀冠冕必得那永不衰殘的榮耀冠冕))))

7).7).7).7).我要使他足享長壽我要使他足享長壽我要使他足享長壽我要使他足享長壽 ((((他向你求壽，你便賜給他，

就是日子長久，直到永 遠”（詩21:4)）

8).8).8).8).將我的救恩顯明給他將我的救恩顯明給他將我的救恩顯明給他將我的救恩顯明給他((((得永世的救恩得永世的救恩得永世的救恩得永世的救恩))))



住住住住 = = = = 「「「「人人人人」」」」 字邊字邊字邊字邊和和和和 「「「「主主主主」」」」組組組組成成成成

= = = = 僕僕僕僕人人人人站站站站在主人在主人在主人在主人旁邊侍侯旁邊侍侯旁邊侍侯旁邊侍侯是是是是「「「「住住住住」」」」

人離人離人離人離開開開開了主了主了主了主、、、、就就就就不是住在主不是住在主不是住在主不是住在主里里里里面了面了面了面了

如何住在至高者的隱密處如何住在至高者的隱密處如何住在至高者的隱密處如何住在至高者的隱密處

「「「「我是我是我是我是葡萄樹葡萄樹葡萄樹葡萄樹，，，，你你你你們們們們是是是是枝枝枝枝子子子子」」」」 (約約約約15:115:115:115:1----5)5)5)5)
你你你你們們們們要常在我要常在我要常在我要常在我裏裏裏裏面面面面，，，，我我我我也也也也常在你常在你常在你常在你們裏們裏們裏們裏面」

藉著禱告瞻仰藉著禱告瞻仰藉著禱告瞻仰藉著禱告瞻仰神神神神、、、、尋求尋求尋求尋求、、、、等候等候等候等候神神神神
在神的在神的在神的在神的殿殿殿殿中中中中求問求問求問求問((((詩詩詩詩27:4)27:4)27:4)27:4)
與主與主與主與主建立建立建立建立親親親親密密密密的關係的關係的關係的關係，，，，
有隱密處有隱密處有隱密處有隱密處的的的的靈交靈交靈交靈交，，，，
才才才才能住在全能者的能住在全能者的能住在全能者的能住在全能者的蔭下蔭下蔭下蔭下。。。。



一一一一、、、、要專心愛神要專心愛神要專心愛神要專心愛神

若有人愛神，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林前林前林前林前 8:3)8:3)8:3)8:3)

二二二二、、、、要知道神的名要知道神的名要知道神的名要知道神的名
你要給祂起名叫耶穌你要給祂起名叫耶穌你要給祂起名叫耶穌你要給祂起名叫耶穌。。。。因祂要將自己的因祂要將自己的因祂要將自己的因祂要將自己的

如何住在至高者的隱密處如何住在至高者的隱密處如何住在至高者的隱密處如何住在至高者的隱密處

你要給祂起名叫耶穌你要給祂起名叫耶穌你要給祂起名叫耶穌你要給祂起名叫耶穌。。。。因祂要將自己的因祂要將自己的因祂要將自己的因祂要將自己的

百姓從罪惡裡救出來百姓從罪惡裡救出來百姓從罪惡裡救出來百姓從罪惡裡救出來 ((((太太太太 1:21)1:21)1:21)1:21)

三三三三、、、、要求告神要求告神要求告神要求告神

凡求告主名的凡求告主名的凡求告主名的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就必得救就必得救就必得救。。。。 ((((羅羅羅羅 10:13)10:13)10:13)10:13)

結果結果結果結果::::聖徒已將至高者當他的居所聖徒已將至高者當他的居所聖徒已將至高者當他的居所聖徒已將至高者當他的居所

住在全能者的蔭下住在全能者的蔭下住在全能者的蔭下住在全能者的蔭下



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
不可忘記他的一切恩惠。
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
醫治你的一切疾病。
他救贖你的命脫離死亡，
以仁愛和慈悲為你的冠冕。
他用美物，使你所願的得以知足，他用美物，使你所願的得以知足，
以致你如鷹反老還童。((((詩詩詩詩 103:2103:2103:2103:2----5)5)5)5)

天離地何等的高，
他的慈愛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
東離西有多遠，他叫我們的過犯，
離我們也有多遠。 ((((詩詩詩詩 103:11103:11103:11103:11----12)12)12)12)



神神神神愛世愛世愛世愛世人人人人
甚甚甚甚至至至至將他將他將他將他的的的的獨獨獨獨生子生子生子生子賜賜賜賜給給給給他他他他們們們們
叫叫叫叫一一一一切切切切信祂的信祂的信祂的信祂的
不不不不至滅至滅至滅至滅亡亡亡亡

反反反反得得得得永永永永生生生生 ((((約約約約 3:16)3:16)3:16)3:16)

凡接待凡接待凡接待凡接待祂的祂的祂的祂的
就就就就是信祂是信祂是信祂是信祂名名名名的人的人的人的人
祂祂祂祂就就就就賜賜賜賜他他他他們們們們權柄權柄權柄權柄
作神的作神的作神的作神的兒女兒女兒女兒女

((((約約約約 1:12)1:12)1:12)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