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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第六十五篇 感恩诗感恩诗诗篇第六十五篇

人进到上帝面前来敬拜，心里面常常有一个崇敬之心，

感恩诗感恩诗
人进到上帝面前来敬拜，心里面常常有 个崇敬之心，

更是因为经历了上帝的恩惠，有一个感恩的态度，

所以到上帝面前来献上感恩所以到上帝面前来献上感恩。

六五11 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

这篇诗篇在很多场合都可以使用，可能是

人罪恶得着赦免人罪恶得着赦免
国家经历到灾祸、仇敌攻击

国家经历过 年的丰收国家经历过一年的丰收
不管什么场合，人来献上感恩都是非常合宜的是非常合宜的。

诗篇第六十五篇 感恩诗感恩诗
这首诗描写上帝

诗篇第六十五篇 感恩诗感恩诗
这首诗描写上帝

创造者 拯救者
赦罪者 供应者

对于上帝恩慈本性，
得着更深的体认、更丰富的认识。

颂赞上帝，不必局限于一件事情，

在各种的情况之下在各种的情况之下，

我们都可以来颂赞上帝。

诗篇第六十五篇 感恩诗感恩诗
1-4 上帝赐给人赦罪之恩 ─

诗篇第六十五篇 感恩诗感恩诗
1 4 上帝赐给人赦罪之恩

在神的殿里面，罪人得到赦免，就可以来亲近上帝。

1 神啊 锡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1 神啊，锡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

所许的愿也要向你偿还。

2 听祷告的主啊 凡有血气的都要来就你。2 听祷告的主啊，凡有血气的都要来就你。

3 罪孽胜了我；至于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

4 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

这人便为有福！

我们必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



‧等候与赞美 ‧赦罪之恩‧诗歌分享‧上帝保护‧丰富供应

1 上帝啊，锡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

所许的愿也要向你偿还

共十三节，二十次讲到「你」。

所许的愿也要向你偿还。

， 」

上帝就是我们感恩、颂赞唯一的对象，

我们要来向上帝赞美，也要向他来还愿。我们要来向 帝赞美， 要向他来还愿。

上帝是我们一切聚会的中心。

我们喜欢弟兄姊妹、

喜欢跟大家团契交通家

但更重要的，聚会是以上帝为中心中心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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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都预备好了，只等候上帝的降临，就要发出赞美。

1 等候赞美你
所有人都预备好了，只等候上帝的降临，就要发出赞美。

我们不是让上帝等我们，而是早早的就到会场，

先安静自己的心，等候来迎见神、等候上帝的降临。先安静自己的心，等候来迎见神、等候上帝的降临。

哈二20 惟耶和华在他的圣殿当中，
全地的人 都应当肃静 静默全地的人，都应当肃静、静默。

静默在上帝面前就是一种赞美，

群聚在圣殿，静候、还愿
神垂听祷告，赦免我们的罪过

与神亲近，让我们可以在他的殿里，感受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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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如果被罪拦阻，

他就不能来亲近神 神也不听他的祷告他就不能来亲近神，神也不听他的祷告，

他也不能被引导进入到神的殿中。

有罪的人 上帝就给他开了一个恩门 ─赎罪祭有罪的人，上帝就给他开了 个恩门 赎罪祭，
让人借着赎罪，就能够进到上帝面前。

有燔祭跟平安祭，是自愿献的祭，

是人跟上帝立约的时候献的祭是人跟 帝 约的时候献的祭

燔祭是建立我们跟上帝之间垂直的关系关系
平安祭是建立人跟人之间水平的关系关系，平安祭是建立人跟人之间水平的关系关系，

又称作「团契的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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赎罪祭不是一个辖制，

是上帝赐给我们一个新的恩门，

让有罪的人借着这个赎罪祭，

可以重新恢复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
祷告蒙垂听、敬拜蒙悦纳。

2 听祷告的主啊！2 听祷告的主啊！

他是活的神，他可以听、他可以行动。

出二 以色列人向上帝发出哀告、诉说苦情，

上帝听见了 他看见了 他知道了上帝听见了、他看见了、他知道了，

他就采取拯救的行动，拯救百姓出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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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罪孽胜了我；
至于我们的过犯，

个人的经历

团体共同的经历，
你都要赦免。 团体共同的经历

罪是每一个人个人的经验罪是每一个人个人的经验
罪恶得到赦免、过犯被上帝除尽，

不但是个人的经验 更是团体共同的经历不但是个人的经验，更是团体共同的经历

诗篇五十一篇 大卫个人的认罪悔改诗，

也谱成曲让公众来颂唱，

他个人的经历，就变成众人共同的经历。

我们众人都可以同样得着上帝给我们的赦罪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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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牛顿「奇异恩典」，

里面的词句打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的词句打动我们每 个人的心，

那样的诗歌，写出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声。

奇异恩典，何等甘甜，
我罪已得赦免。

前我失丧，今被寻回，

瞎眼今得看见瞎眼今得看见。

‧等候与赞美 ‧赦罪之恩‧诗歌分享 ‧上帝保护‧丰富供应

「各各他」

罗马兵丁鞭打主身 流出鲜血在各各他。罗马兵丁鞭打主身，流出鲜血在各各他。
你的慈爱谁能体会？你的创痛谁能安慰？
你钉十架为我罪魁，我今向你低头下跪。你钉十架为我罪魁，我今向你低头下跪。
我怎能再任意犯罪，使主因我忍受羞愧。
主命令我不敢违背，主脚步我乐意跟随。

救主耶稣、救主耶稣，我怎能忘记各各他，
就在那里你钉十架，宝血流出、作我赎价。

我们任何的罪，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罪，

都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来洗净的都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来洗净的。

我怎么可以再任意的犯罪，让他伤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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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得赦免的人才有资格能够来亲近上帝，
得尝上帝殿里面的甘甜、享受神的同在。得尝上帝殿里面的甘甜、享受神的同在。

宁可住在神的殿里面一天，宁可住在神的殿里面一天，
不愿住在恶人的帐棚里面千日；不愿住在恶人的帐棚里面千日；

宁可在神的殿里面看门，，
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棚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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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讲到上帝的拯救跟他的公义，是一件事情
犯罪的人是离开了神的公义罪 是离开 义
蒙拯救的人是被带回到上帝的救恩、公义里面

赛五一5 我的公义临近、

救恩我的救恩发出。

赛五 6 惟有我的救恩永存赛五一6 惟有我的救恩永存、

我的公义也不废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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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上帝赐给人有保护之恩 ─
个人，甚至是整个团体、民族、国家，个人，甚至是整个团体、民族、国家，

都得到上帝的保护，一起在上帝面前来献上感恩。

5 拯救我们的神啊 你必以威严秉公义应允我们；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5 拯救我们的神啊，你必以威严秉公义应允我们；

你本是一切地极和海上远处的人所倚靠的。

6 他既以大能束腰，就用力量安定诸山，他既以大能束腰，就用力量安定诸山，

7 使诸海的响声和其中波浪的响声，

并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

8 住在地极的人因你的神迹惧怕；

你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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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你本是一切地极和海上远处的人所倚靠的。

远处、远方的人，连他们也要来依靠耶和华。

我们蒙恩得救的经历，会吸引许许多多还没有蒙恩得救的人，

甚至远方的人，都会一起来亲近上帝。

安定诸山 使诸海平静6-7安定诸山，使诸海平静。

仇敌的攻击，上帝都完全消灭。仇敌的攻击， 帝都完 消 。

摩西领百姓过红海
约书亚把耶利哥城攻下来约书亚把耶利哥城攻下来

希西家王呼求神抵挡亚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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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固保障马丁路德「坚固保障」
上主是我坚固保障，庄严雄峻永坚强。
上主使我安稳前航，助我乘风破骇浪。

恶魔盘踞世上，人谋兴风作浪，猖狂狡猾一场，
狰狞残暴非常 阴险绝世恶无双狰狞残暴非常，阴险绝世恶无双。

我若但凭自己力量，自知难断相对抗，
幸有 人挺身先登 率领着我往前方幸有一人挺身先登，率领着我往前方。

如问此人为谁？乃是基督我王，统管宇宙万方，
自古万民共仰 定能将群魔扫荡自古万民共仰，定能将群魔扫荡。

群魔虽然环绕我，向我尽量施侵凌，
我不惧怕，因神有定旨，真理必使我得胜。我不惧怕，因神有定旨，真理必使我得胜。

幽暗之君虽猛，不足令我心惊，牠怒我能容忍，
日后胜负必分，主言必使牠败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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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感谢上帝供应之恩 ─
上帝普降甘霖，让地长出五谷，人畜同得欢喜，

在上帝面前，我们一起来献上感恩。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 li 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09 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

10 你浇透地的犁沟，润平犁脊，降甘霖，使地软和；

其中发长的 蒙你赐福其中发长的，蒙你赐福。

11 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

12 滴在旷野的草场上 小山以欢乐束腰12 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束腰；

13 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

这一切都欢呼歌唱这一切都欢呼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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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
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 谷。

十月、十一月下十月、十一月下秋雨，就可以播种，就可以播种十月、十 月下十月、十 月下秋雨，就可以播种，就可以播种
第二年的一、二月有第二年的一、二月有春雨，就可以丰收，就可以丰收

天上的云 神的河神的河天上的云，，就好像就好像神的河神的河
神的神的河河满了水，满了水，天上的云天上的云降下雨水，地就软和。降下雨水，地就软和。

好像好像上帝上帝驾着驾着天上的云天上的云，从天这边到天的那一边，，从天这边到天的那一边，

凡是他经过的地方就凡是他经过的地方就降下降下雨水雨水，好像一路，好像一路滴下脂油滴下脂油。。是他经 的地 就是他经 的地 就 ， 像 路， 像 路 油油
脂油脂油就是最肥美、最好的东西，是就是最肥美、最好的东西，是上帝赏赐给人的恩典上帝赏赐给人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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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降下雨水、甘霖，地就软和，

长出青草来，草场上面就可以以羊群为衣。

以色列人，就像这些羊一样，

享受了青草享受了青草，

也就可以向上帝来欢呼。

13草场以羊群为衣；
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谷中也长满了五谷。

这一切都欢呼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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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浓长老的见证

我们经历上帝的恩惠，把我们的感恩献给上帝。
上帝赐给我们赦罪、保护的恩典；为国家、个人献上感恩

为上帝赐给我们丰富的供应，让我们一无所缺、献上感谢

让我们天天经历上帝赐给我们丰富的恩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