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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得赦免的感谢
这篇诗篇是一个赞美，
赞美让人的眼光抬高，灵性提升，
激发敬畏感恩的心。
这篇诗篇的主题，
「一个罪人蒙了上帝的恩惠，被上帝赦免」
历世历代，这个主题也激发我们灵性，
因为上帝没有按我们的罪过来待我们，
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最感谢上帝的。
在丧礼、感恩聚会中，常常喜欢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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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得赦免的感谢

我的心啊！你不可忘记耶和华的恩惠。
个人的感恩
信仰的团体
全世界的人
天上的天使天军

 要人记念上帝的慈爱
 要人以敬畏来回应上帝
要
敬畏来 应 帝
讲到上帝的几种道德的属性 ─

公义、圣洁、慈爱、信实

是一篇站立在真理的基础上的一篇诗篇。

 01-02邀请人来赞美神
 03-05个人的感恩的见证
 06-13信仰团体来献上感恩跟颂赞
 14-18邀请世界所有的人，一起来向上帝献上感谢跟颂赞
世 所有的人
向上帝献上感谢
赞
 19-22邀请天上的天使天军也来颂赞神
 最后一句，以自己的激励
「我的心哪！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作为结束。
共二十二节，正好是希伯来字母的数字，代表一个完美的赞美。

‧赞美的呼吁‧个人感恩赞美‧信仰团体颂赞‧世人赞美‧邀请天使

‧赞美的呼吁‧个人感恩赞美‧信仰团体颂赞‧世人赞美‧邀请天使
1 称颂耶和华的圣名！

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
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
2 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
不可忘记他的 切恩惠！
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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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名字，代表上帝的性情，
上帝的名字
代表上帝的性情
上帝启示给摩西，摩西介绍给以色列百姓；
上帝也用这个名字来跟以色列百姓立约。
上帝也用这个名字来跟以色列百姓立约

哈利路亚 ─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哈利路
，

帝有名字，是我 可 来认
，
上帝有名字，是我们可以来认识他，
可以与他之间有个人关系的神。
让以色列百姓，可以来敬拜、呼求他，
以色列百 ，可以来敬拜、呼求他，
用这个名字来向上帝祷告。
上帝对他的子民情深义重、信实守约，
要人用这个圣名来向他敬拜跟颂赞。

邀请众人一起来赞美神！
心是一个人最深的地方，
心是
个人最深的地方
是情感、意志、知识的所在。

心要赞美耶和华 ─ 全人、全心都要来赞美神。

‧赞美的呼吁‧个人感恩赞美‧信仰团体颂赞‧世人赞美‧邀请天使
不可以忘记
人从内心里故意的悖逆 不愿意接受神！
人从内心里故意的悖逆，不愿意接受神！
2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

也是摩西对以色列百姓的劝勉。
上帝一切的恩惠，包括神的所有作为，
 没有一件事情是太大，
以至于上帝不能做
 没有一件事情是太小，
以至于我们不应当来记念

‧赞美的呼吁 ‧个人感恩赞美 ‧信仰团体颂赞‧世人赞美‧邀请天使

世人对上帝的赞美，是从个人的经验开始，
一个独唱者，用一个优美的咏叹调，
引导众人专心注意上帝的恩惠跟慈爱，
要众人一起来颂赞。

神过去给我们这样的恩惠、
现在给我们这样的恩惠 将来也给我们同样的恩惠
现在给我们这样的恩惠、将来也给我们同样的恩惠。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
4 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
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 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
5 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
3

‧赞美的呼吁 ‧个人感恩赞美 ‧信仰团体颂赞‧世人赞美‧邀请天使

诗人感谢上帝给他全人的救赎
上帝拯救个人的作为，是一个完整救赎的过程
个 的
，是
「一切」
讲到人的整体
 上帝赦免我一切的罪孽
救我们脱离灵性上面的罪恶
 上帝医治我一切的疾病
医治我们生理上疾病
 上帝救赎我的性命脱离死亡
救拔我们脱离对于死亡的害怕

‧赞美的呼吁 ‧个人感恩赞美 ‧信仰团体颂赞‧世人赞美‧邀请天使

耶和华啊！
我们的内心里面有 个空处，
我们的内心里面有一个空处
只有你能够来填满它。
那时我开始想到人生是如何？
但是不能够得到满足。
直到我进到上帝的面前，认识了他，认识到上帝 ─
才是我人生里真正的满足 我人生就不再空虚
才是我人生里真正的满足，我人生就不再空虚。
无论得救、医治、复兴、赦罪，都可以来赞美上帝，
身心灵都可以同样得着上帝给我们的祝福。
身心灵都可以同样得着上帝给我们的祝福

‧赞美的呼吁 ‧个人感恩赞美 ‧信仰团体颂赞‧世人赞美‧邀请天使

上帝赐给他完美的成全
上帝不但赐给人完全的救赎，
赐给人
，
更以慈爱与怜恤，来充实人的生命，
让生命可以变得更加的丰富、美好；
生命得到更新，好像老鹰恢复青春活力一样。
上帝开启我的眼睛，让我看到
 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却没有办法做到
 我自己所不愿意做的我却去行了
我真是一个
我真是
个痛苦的人。
的人

‧赞美的呼吁 ‧个人感恩赞美‧信仰团体颂赞 ‧世人赞美‧邀请天使

一个人对上帝的赞美跟感恩，
个
上帝
引发更多的人来赞美跟感恩。
敬爱上帝的人一同回忆、记念、互相提醒。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li 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6 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
7 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
8 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
9 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
他不长久责备 也不永远怀怒
10 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
11 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
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
12 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
13 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

‧赞美的呼吁 ‧个人感恩赞美‧信仰团体颂赞 ‧世人赞美‧邀请天使

1. 他们记念上帝的法则跟作为
6 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
7 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

耶和华让以色列人晓得，他恩待人的作为跟法则：
 以色列人在受压迫的时候，
色
上帝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
 他乃是贫穷人的神，
拯救他们脱离一切的 ─
贫穷、困苦、压迫

‧赞美的呼吁 ‧个人感恩赞美‧信仰团体颂赞 ‧世人赞美‧邀请天使

1. 他们记念上帝的法则跟作为
以色列人犯罪、得罪神，
以色列人犯罪
得罪神
摩西求上帝，上帝才同意与他们同行。
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
「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
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出三四6-7

犹太解经家 ─ 讲到上帝十三种恩慈的属性，
讲到上帝十三种恩慈的属性
神的赦免救赎，不是根据我们的好行为、我们的需要；
而是神的恩慈本性 ─ 他丰盛的慈爱远远超过他对罪的怒气，
他丰盛的慈爱远远超过他对罪的怒气
这是罪人得赦免的根据。

‧赞美的呼吁 ‧个人感恩赞美‧信仰团体颂赞 ‧世人赞美‧邀请天使

1. 他们记念上帝的法则跟作为
当以色列人在旷野造金牛犊，经历到上帝要灭绝犯罪的人，
当以色列人在旷野造金牛犊
经历到上帝要灭绝犯罪的人
更以赦免来拯救他们脱离一切的罪恶。
上帝对惹他发怒的人非常愤怒，
上帝对惹他发怒的人非常愤怒
但当他们悔改认罪的时候，上帝赦免他们一切的罪。
以色列人认识到，
以色列人认识到
如果上帝究察人的罪孽，谁能在他面前
在他面前站立的住呢？
站立的住呢？
上帝
孽
过犯来待我们，
上帝没有究察我们的罪孽，没有按照我们的
按照我们的过犯
过犯来待我们，
让我们心里更加的献上感恩。
以色列百姓最低沉的时刻，上帝显示用恩慈
显示用恩慈来对待百姓。
来对待百姓。

‧赞美的呼吁 ‧个人感恩赞美‧信仰团体颂赞 ‧世人赞美‧邀请天使

2. 上帝赐恩给我们，能明了他对待人的宽广跟亲密
他的慈爱就是以情相待、以义相助。
神的丰盛的慈爱，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像天一般高 海一般深 存到永永远远
像天一般高、海一般深，存到永永远远。
13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
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

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
 罪叫神不得不管教他的儿子
 上帝的慈爱又会叫他的膀臂，
上帝的慈爱又会叫他的膀臂
热烈欢迎回头的浪子

‧赞美的呼吁 ‧个人感恩赞美‧信仰团体颂赞‧世人赞美 ‧邀请天使

以色列特别的地位，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
 站在世人的面前，把上帝的祝福带到世人的当中
 站在上帝的面前，代表世人，
把世人的祷告、祈求、认罪带到上帝面前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14 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
15 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
16 经风一吹，便归无有；它的原处也不再认识它。
17 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
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 ─
18 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记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

‧赞美的呼吁 ‧个人感恩赞美‧信仰团体颂赞‧世人赞美‧邀请天使

来到最后一个乐章、全诗的最高潮：
再是 在
，
思想不再是留在地上，
信仰的团体
而是来到天上。
全世界的人
赞美更像巨鹰的翅膀，
带领我们能够展翅高飞。
天上的天使天军
个人的感恩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19 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
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
20 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
21 你们作他的诸军，作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
22 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
你们 切被他造的 在他所治理的各处 都要称颂耶和华
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

‧赞美的呼吁 ‧个人感恩赞美‧信仰团体颂赞‧世人赞美 ‧邀请天使

1. 世人卑微短暂的人生
求上帝记念我们原来不过是尘土，
人生在世上，真的是非常的短暂。
九十
九十6

他们如生长的草 早晨发芽生长 晚上割下枯干
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

2. 诗人宣教的思想 ─ 荣耀、永恒的盼望
 他求上帝赐给世人恩典，能像以色列人都得着上帝的恩惠
不但自己得着的 惠，让我们的子孙世代，
 不但自己得着的恩惠，让我们的子孙世代，
也都可以得着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上帝的慈爱永远不改变，
自父及子都可以得着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赞美的呼吁 ‧个人感恩赞美‧信仰团体颂赞‧世人赞美‧邀请天使

1. 天就是
就是上帝的宝座，
上帝用感恩跟颂赞作为宝座。
上帝
上帝掌管
上帝
掌管天、也掌管地，
就是他的座位，地就是他的脚凳。
天就是
2. 这是一首宇宙的大合唱
就像贝多芬的第九号交响曲，在管弦乐中加入人声。
天使属于灵界，曾参 过 帝创造时候的颂赞，
天使属于灵界，曾参与过上帝创造时候的颂赞，
也在上帝的宝座前，称颂上帝的荣耀跟圣洁；
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 也在天上发出颂赞 说：
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也在天上发出颂赞，说：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在地上平安归给属于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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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得赦免的感谢
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
在宇宙大合唱当中，没有忘记自我的存在；
每一个个人在上帝面前的颂赞
每一个个人在上帝面前的颂赞，
都是被上帝个别所记念的。

个人的感恩
信仰的团体
全世界的人
宇宙大合唱

求主赐给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一个敬拜、感恩、颂赞的心，
一起加入宇宙的大合唱；
让上帝的颂赞
让
帝的颂赞
带领我们灵性不断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