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主日講道撮要 (7-3-2021) 主題：不能測的奇妙知識 

講員/撮要：楊家傑牧師      經文：詩 139：1-16 

引言： 

 在屬世的角度，財富就是知識、知識就是財富。

 在屬靈的角度，生命就是知識、認識神，真知道祂，才是真智慧、

真知識 (弗 1:17) 。

 哲學家與漁夫的對話：

有豐富天文、地理、科學知識和財富的哲學家，看不起社會地位

低微、和沒有學歷的漁夫；但遇上風浪翻船，不懂游泳的哲學家，

反而不及擁有實際生存技能的漁夫。

「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甚麼益處呢？人還能拿

甚麼換生命呢？」(太 16:26)

 屬靈小品《蒲公英》〈鳥語密談〉：斑鳩鼓勵鴿子不要倚賴人類的

餵食，在大自然中自行覓食，只要努力，神自有供應(創 1:30)。

 基督徒在神的話語中要「行道」，在生命的磨爛和經煉中，信仰

才以成長和堅固！

 「落葉→歸根」

「我是一片葉，長在枝頭上；得祢常滋潤，逐漸壯且麗；隨時日

風颳，葉子終脫落；惟離開了祢，不能作什麼；     飄來又飄

去，願我返歸根。」

主啊！祢不是那根嗎？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裡面的，我也常在他裡面，

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作甚麼。」(約 15:5)

「你們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愛裡，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

命令，常在祂的愛裡。」(約 15:10)  



本論： 

經文背景及結構 

 詩 139 篇，稱謝神與詩人親密的認識關係

v.1 認識 

v.2 曉得 

v.4、14、23(2 次) 知道 

v.6 知識 

 在詩人的讚美中，「奇妙」出現了 2 次 (v.6、14)，「引導」也出
現了 2 次 (v.10、24)。

 詩篇 139 篇是一首非常個人化的詩歌，詩人用優美的詞彙讚美和
稱謝神與自己的親密關係。目的是當陷在仇敵的肆虐中，求神鍳
察，在試煉中走永生的道路 (v. 23-24)。

一. 奇妙的主完全認識我 (詩 139:1-6)

 至高偉大的神竟然認識微不足道的我。詩人驚歎神對自己的留意
和看重(v.1)

 希伯來文的「認識」是指親密和深入的認識，甚至是用來描述夫
婦之間親密的性關係：「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
(創 4:1 上 )。「同房」與「認識」是同一字。

 當我們在夜空仰望天際，會見到浩瀚的繁星。自己渺小如滄海一
粟，神竟然「認識」我的全人！

 詩人說他日常的平凡動作 – 坐下或起來 (v.2 上)、行路或躺臥
(v.3 上)，神都細察，並且知道自己的意念 (v.2 下)，以及舌頭上
的話 (v.4)，「我舌頭還沒有發言，祢已經完全知道了。」(新譯本)

 「監察」(v.1 上) 是指細心查究

「知道」(v.2 下) 是指分辨、明白、瞭解

「細察」(v.3 上) 是農耕用語，如(得 3:2)的「簸大麥」，指把穀
物的糠簸去，這裡引申為「細心察看」

 所以，詩人知道神「深知」(v.3 下 )，即「熟悉」他一切所
行的 (v.3 下 )；甚至不需要開口表達，神已知道自己的需要
(詩 139:4; 賽 65:24)。

 詩人更體會神在自己的四周環繞保護自己，有如用手覆蓋自己
(v.5)。「環繞」的意思是描述戰爭時的「圍攻」 (申 20:12)

和「圍護」(歌 8:9)



 故此，詩人讚歎神「奇妙」的作為超越人的理解和知識。

「這樣的知識奇妙，是我不能測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
(詩 139:6 )

 見證：有一位肢體，心中渴望被祈禱服侍，沒有開口，神自己成
就了這個心意。

二. 奇妙的主常與我同在 (詩 139:7-12)

 人當犯罪墮落，便想到逃避神 (創 3:8)，詩人在此明言肯定人不能
逃避神 (v.7、9、11-12)；並且有神的引導和扶持 (v.10)

 詩人且以擬人法比喻神大能的右手 (v.10 下)全然的扶持：

高與低的相對空間：「升到天上 vs 陰間下榻」，比喻「生命 vs 死
亡」不同生命領域，神「也在那裡」(v.8)；還有地上的兩極「日出
清晨 vs 海極居住」，強調世界無一地方是神不能與詩人同在的
(v.9)。

 此外，也有「光明 vs 黑暗」的相對 (v.11-12)。起初，詩人恐怕
黑暗會遮蔽他，周圍的亮光會變為黑夜 (v.11)；但在神面前，黑
暗始終會失敗！

「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祢不見，黑夜卻如白晝發亮。黑暗和光
明，在祢看都是一樣。」(詩 139:12)

「黑暗」在聖經中也被形容為「艱難的處境」：住在死蔭 (賽 9:2)，
以及人的罪惡，惡人在黑暗中  (撒上 2:9)，行走在黑暗的道
(箴 2:13)。

 然而，神絕對不會離棄詩人和一切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
與神的愛隔絕。」(羅 8:38-39)

 見證：我自己在屬靈爭戰中遭受撒但的攻擊時，以敬拜讚美
築起神的寶座，高舉神的榮耀、權能，撒但便驚慄逃遁！
(代下 20:21-22；詩 138:1、149:6；弗 6:12; 路 10:9)

三. 奇妙的主賜與我生命 (詩 139：13-16)

 詩 139:13 原文開首有「因為」，可解作「的確」。(v.1-12 及 13-16)

說明神與詩人密切的因果關係，是源於神賜詩人的生命；神認識
詩人一切的生活，與祂自己創造詩人的生命奇妙地連繫起來的因
果。

 神創造了詩人的生命，包括身體與情感。「肺腑」不單指腎臟，
希伯來人亦指「內心的情感」，所以，神是完全認識和瞭解詩人。 

 甚至當詩人在母腹中生命成形的時，神已經眷顧和覆庇他；



「覆庇」是指神直接積極地，細心地保護他，使詩人不禁驚歎稱

謝，心深知道自己受造奇妙可畏，神作為奇妙 (v.14)。 

可見神看自己所創造的生命有無比的價值。 

 此外，詩人心深知道自己受造奇妙可畏，他說：「我未成形的體

質，祢的眼早已看見了；祢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祢都寫在

祢的冊上了。」(詩 139:16)

創造主開始賜予詩人生命時，已對他將來的人生有了周詳的計

劃。有如我們播下微小的種子在泥土裡，心中已預見日後會長出

什麼植物。

 約伯也體會神造自己時(伯 10:8)，神在自己的身上細心的作為：「11

祢以皮和肉為衣給我穿上，用骨與筋把我全體聯絡。12祢將生命

和慈愛賜給我；祢也眷顧保全我的心靈。」    (伯 10:11-12)

 詩人亦認定神的同在的奇妙知識(v.6)和生命計劃，是一直延續至

自己死後復活的日子：「…我睡醒的時候，仍和你同在。」

(v.18 下 )

 最後，詩人認識「神那不能測的奇妙知識」是整首詩篇的最重要

的目的是神在自己的人生中「求神鍳察、知道、試煉」(v.23)，

他將內心完完全全地向神敞開：「看在我裡面有甚麼惡行沒有，

引導我走永生的道路。」(v.24)，是渴望永恆地與神同行！

結語： 

 基督的信仰是奇妙的恩典，是神藉耶穌十字架的救贖帶來祂的兒

女有永生 (約壹 5:11-12)！我們可能將永生聚焦在「死後才進入

天家」，要待死後才能經歷到！

主耶穌清楚告訴我們「認識祢獨一的真神，並且認識祢所差來的

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約 17:3)

 詩篇 139 篇作者藉神「那不能測的奇妙知識」(v.6)，清楚說明神

與人的「認識」關係是何等奇妙可畏(v. 6、14)和經歷神生命的引

導(v.10-24)；在現今充滿失望、失意和紛亂的世代中，讓我們每

一天都緊密地與神同行，激勵我們更渴慕神、經歷神，見證祂、

榮耀祂！



生活體驗和行道 

1. 新冠肺炎肆虐全球，確診人數超過了一億，甚至奪走超過 175 萬
條寶貴性命！疫情反覆不定，人心亦被牽動，人心惶惶，也帶來
對末世的儆醒 (太 24:4-14)；信徒當謹記：「洪水泛濫之時，耶和
華坐著為王；耶和華坐著為王，直到永遠。」(詩 29:10)

2. 神從來沒有離棄祂所創造的人類，神那不能測的奇妙知識，讓我
們知道，縱然疫情無情，祂仍是情深款款的神，因為「這是天父
世界，我心不必憂傷！」在神大能的創造、耶穌十架大愛的彰顯，
是永遠長存！
教會更加要靠著聖靈的大能和聖經的真理，努力不懈地完成神所
託付的大使命 (太 28:18-20)。

3. 我們的知識、資訊網絡和科技等，似乎拉近了世界距離，但同時
郤引致人際關係的疏離！我們「當以基督的心為心」(腓 2:5)，從
神那裡 Download (下載)真智慧！
縱然外在的環境不變，我們可以改變自己的心態：山不轉路轉，
路不轉，人轉！

4. 在這暗昩無光的末世，神的兒女更要為主發光！
「耶穌又對眾人說：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裡走，
必要得著生命的光。」(約 8:12)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
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太 5:16)

奉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