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2013 年 1月 13 日

詩篇第八篇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
的荣耀彰显於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

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

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

人算甚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甚么，你竟眷顾他？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

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

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服

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
其美！



第一天

耶和華的名
「天」與「地」
【神的聖名】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 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詩八1，9）

何其美的聖名
@耶和华啊，你的右手施展________，显出________；耶和华啊，你的
右手摔碎仇敌。(出十五6)
這節經文的背景而言，神如何在地上彰顯祂的聖名？（複選）

r 能力；r 火柱；r 摔碎仇敵；r 雲柱

 耶和华啊，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施行奇事？ (出十五11)

摩西將什麼與神的榮耀相提並論？（複選）

r 至聖；r 恩典；r 可頌；r 可畏

在那里，耶和华必显________与我们同在，当作江河宽阔之地；其中
必没有荡桨摇橹的船来往，也没有________的船经过。（賽卅三21）
［注］「何其美」原來的意思是「何等偉大」，也是指神的「威

武」。這都是令仇敵喪膽的彰顯，並且是置仇敵於死地的得勝。從下文

（詩八2）也可以揣摩這方面的意義。

【神的榮耀】
...你将你的荣耀彰显於天。 (詩八1)

「彰顯」這個字原來是「安放」、「放置」的意思。從上下文而言，

這正是指神的創造（參第3節）。

彰顯於天
@诸天述说神的________；穹苍传扬他的________。（诗十九1）

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耶和華─我的神啊，你為至大！你以

_______________為衣服，披上________，如披外袍，鋪張________，
如鋪幔子，（诗一〇四1-2）

藉着神的创造可以知道神的永能和神性(罗一20)，那麽，神藉着祂所
造的穹苍，在天上的万象中显明了甚麽？（复选）

r 聖洁；r 恩典；r 荣耀；r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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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建⽴立能⼒力
神的命定
【为能⼒力⽴立根基】

@我________大地________的時候，你在哪裡呢？你若有聰明，只管說

吧！（伯卅八4）
《注》「我立大地根基的時候」也可以读作「我為大的立根基的時

候」。

他們讚美耶和華的時候，眾民大聲呼喊，因耶和華殿的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拉三11）
《注》「根基已經立定」原文只有一個字，就是(詩八3)「建立」這個

字。因此，「建立能力」也可以讀作「為能力立根基」。

【能⼒力的根基】
你從孩童和嬰兒的口，為能力立根基。（詩八3 直譯）

孩童和嬰兒

@那時，耶穌說：「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謝你！因為你將這些事向

________________人就藏起來，向________就顯出來。（太十一25）

《注》「顯明」就是「啓示」的意思。

耶穌看見就惱怒，對門徒說：「讓________到我這裡來，不要禁止他

們；因為在________的，正是這樣的人。我實在告訴你們，凡要承受

________，若不像________，斷不能進去。」（可十14-15）

在神的眼中「小孩」或「嬰孩」是：

r 幼稚的人；r 神國的人；r 軟弱的人；r 領受神啓示的人

孩童和嬰兒的口

@口的作用是：r 吃喝；r 奔跑；r 說活；r 聽聞 （複選）

孩童和嬰兒的特徵是：r 依靠；r 能力；r 信賴；r 智慧（複選）

【制勝仇敵的能⼒力】

@大衛對非利士人說：「你來攻擊我，是________刀槍和銅戟；我來攻

擊你，是________萬軍之耶和華的______，就是你所怒罵帶領以色列

軍隊的神。（撒上十七45）

大衛殺死歌利亞的祕訣是：r 刀槍 銅戟；r 策略戰術；r 論述辯

證；r 萬軍之耶和華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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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

天上的榮耀

舉⺫⽬目望天

【月亮星宿】

我觀看你指頭所造的天，並你所陳設的月亮星宿...（诗八3）

@耶和華又有話對他說：「這人必不成為你的後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

為你的後嗣。」於是領他走到外邊，說：「你向天________，數算
________，能數得過來嗎？」又對他說：「你的後裔將要如此。」
（創十五4－5）
耶和華領亞伯拉罕到外邊，要他先天觀看的目的是什麼？（複選）

r 觀賞星月；r 明白神的應許；r 研究天文；r 相信神的應許

@他獨自鋪張________，步行在________之上。他造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並南方的密宮；他行________，不可
________，行________，不可________。（伯九8-10）
約伯從神所造的天上的萬象，強調：（复选）

r 神隱藏的奧祕；r 神的能力；r 神的主權；r 神的慈愛

【独⼀一的主權】

⾯面对神的主权

@亞伯蘭______耶和華，耶和華就以此為他的______。（創十五6）

亞伯蘭看完天上的眾星之後，他如何回應耶和華？

r 讚美祂；r 感謝祂；r 相信祂；r 相信神的應許

@那圣者说：你们将谁比我，叫他与我______呢？你们____________，
看谁______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______；因他的______，又
因他的____________，连一个都______。（赛四十25-26）

神的创造显明了祂的：r 智慧；r 慈爱；r 权柄；r 能力（复选）

⼈人的⾃自觉

人算甚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甚么，你竟眷顾他？（诗八4）

@我从前______有你，现在____________你。因此我______自己，在尘
土和炉灰中______。（伯四十二5-6）

約伯明白神在創造中的主權(伯卅八－四十一)候，他如何回應神？

r 感恩讚美；r 俯伏敬拜；r 厭惡自己；r 在爐灰中懊悔（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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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

神所眷顧的⼈人

受造的⼈人

人算甚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甚么，你竟眷顾他？（诗八4）
[注]：這節經文的「人」於「世人」是兩個不同的字。前者即「以挪

士」 (創四2 6 )，是指「靈性上」軟弱的意思。後者即「亞當」就是「塵
土」這個字，是指「身體」上軟弱意思。然而，無論是「內在」或「外

在」神都顧念，也都眷顧。

【神顧念人】

[注]：「顧念」這個字就是「記念」的意思。

@我便______我與你們和各樣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____，水就再不氾
濫、毀壞一切有血肉的物了。（創九15）

神聽見他們的哀聲，就記念______他與亞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
______。（出二24）

我也______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聲，我也______我的______。
（出六5）

這些經文都顯明了神記念祂的：r 話；r 事；r 約；r 人

【神眷顧人】

[注 ]：「眷顧」這個字是指「對於所管理的下屬所進行『指派』、
『監督』、『察看』，甚至『管教』的行動」。

@約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並且主人____他___________，
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裡。（創卅九4）

耶和華殿裡的銀子倒出來，交給______的和匠人的手裡了。（代下卅

四17）

從這兩節經文可以看出，將權柄交派是為了：（複選）

r 盈利；r 管理；r 轄制；r 督工

@每早____________他，時刻____________他？（伯七18）

神對人的眷顧是：r 偶爾的；r 每天的；r 隨性的；r 時刻的

@...凡______他們的，我必______他。(耶卅20)

神眷顧祂的兒女，也會如何對待欺壓祂兒女的人？（複選）

r 試驗；r 賞賜；r 轄制；r 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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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

創造之約

⽐比神微⼩小

你叫他比天使(或譯：神)微小一點，並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詩八

5）[注]：「天使」這個字原文中是「神」。「微小一點」是指「很小

的差別」。因此，可以讀作「比神為微小一點」。

@耶和華專愛你們，揀選你們，並非因你們的人數多於別民，原來你們

的人數在________中是________的。（申七7）

以色列當年下埃及的時候只有七十人，與當代各民族而言，是：

r 眾多的；r 最少的；r 不多不少；r 不起眼的

@她說：「我指著永生耶和華─你的神起誓，我沒有______，罈內只有

________麵，瓶裡只有________油；...（王上十七12）

在飢荒中，寡婦家中的麵和油只有：r 一點點；r 豐富的；r 不多

不少；r 幾乎沒有

【神創造人】

@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________、按著我們的________造人，使

他們________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

爬的一切昆蟲。」（創一26）

神的形象

@亞當活到一百三十歲，生了一個兒子，____________和自己相似，就

給他起名叫塞特。（創五3）[注]「相似」與「樣式」為同一個字（重

複翻譯）。這個「形象」是指亞當和他兒子賽特在那裡相似？

r 內在氣質；r 外在的形狀；r 文化背景；r 聲音眼神

神的樣式

[注]：神沒有形象，這個「形象」乃是指「在神的預知中，按照耶穌

道成肉身的形象而造人」，而「樣式」有「相似」之意，但是字根卻

是指「思想」、「思考」（參創二7）。

@神啊，我們在你的殿中________你的慈愛。（詩四十八9）

萬軍之耶和華起誓說：我怎樣________，必照樣________；我怎樣

________，必照樣________。（賽十四24）
人像神一樣有：r 意念；r 思考；r 思想；r 想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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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天

加冕聖禮

榮耀尊貴的冠冕

...並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詩八5）
【榮耀】

@但你─耶和華是我四圍的________，是我的________，又是叫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詩三3）

他因你的________大有________；你又將________________加在他身

上。（詩廿一5）
這兩節經文啓示「榮耀」是從神而來，在人的身上使人能：（複選）

r 抬起頭來；r 尊榮；r 威嚴；r 富足

@因此，我的心歡喜，__________（原文是______）快樂；我的肉身也

要安然居住。（詩十六9）
好叫__________（原文是______）歌頌你，並不住聲...（詩卅12）

__________（原文是______）啊，你當醒起！琴瑟啊，你們當醒起！

我自己要極早醒起！（詩五十七8）
這三節經文中啓示人的「靈」原文是：

r 氣息；r 精神；r 榮耀；r 體力 (請參創二7)

【尊貴】

@外邦的神都屬虛無，惟獨耶和華____________。有______和______在

他面前，有______和______在他聖所。（代上十六27）

耶和華的聲音大有______；耶和華的聲音滿有______。（詩廿九4）

在這兩節經文中，那兩個字重複出現？

r 尊榮；r 威嚴；r 能力；r 華美

【管理】

@因為______是耶和華的；他是______萬國的。（詩廿二28）

耶和華在天上立定寶座；他的______（原文是國）______萬有。（詩

一〇三19）

管理的權柄是來自神所賦予的，使人管理神所造的，包括了：

r 萬有；r 政權；r 萬國；r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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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纲要
默想诗篇第八篇

默想提⽰示（请操练「先祷读，后默想」）

1. 请從本诗篇重复出现的句子，默想诗篇第八篇的主题。

诗篇第八篇的主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请默想「神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与「神将祂的荣耀彰显于

天」之间有甚麼关联？

3. 请根据第2节写出地上的状态，并默想神如何在敌人身上彰

显祂的能力？并请具体的描述神所得着的荣耀？

4. 你相信神可以從「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吗？请默想

「婴孩和吃奶的」身上有甚麼特征？

5. 大卫以甚麼感官来面对神在穹苍的创造？请在（约壹一1）

找到这个感官，并從你对这个感官所了解的，默想诗篇第

八篇4－6节。

6. 请描述神所赐给人的地位和权柄。怎样的人才能有效的运用

神所赐的权柄呢？

7. 亚当与夏娃失败的关键何在？（请参考林后十一2-3）

⽣生活应⽤用

1. 在你的「人际关系」或「处境」中，如何面对「敌对的人」

或「敌对的势力」？

2. 你愿意成为像「婴孩」的样式吗？（请参考太十一25，十九

14；路十21，十八15-17；可十14-15）

3. 请为自己在2013年依靠圣灵的更新而建立「纯一清洁」的

品格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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