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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有福的人真正有福的人真正有福的人真正有福的人 
詩篇詩篇詩篇詩篇 1:1-6 

 
 
1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褻慢人的座位、  
2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 
3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按時候結果子、葉子也不枯乾．凡他所作的、盡都順利。 
4惡人並不是這樣、乃像糠秕被風吹散。 
5因此當審判的時候、惡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義人的會中、也是如此。 
6因為耶和華知道義人的道路．惡人的道路、卻必滅亡。 
   (詩 1:1-6) 
   
 
中國人說多子多孫就是有福，五福臨門就是有福。五福乃是出於「書經洪範」。五福是哪五

福呢?「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然而由於避諱，東漢桓譚
於「新論·辨惑第十三」中把「考終命」更改，把五福改為：「壽、富、貴、安樂、子孫眾
多。」 

 
然而這一切人所謂的福氣並不是永恆的祝福，這一切都不能存到永遠，僅是暫時的。有一

些世人所羨幕的福氣，不但對我們沒有益處，甚至有害，我們不可不謹慎。有人活得很長卻
是度日如年，身體不健康，宿疾纏身，雖長壽，但不是祝福。有人生活富足但是頭腦不能休
息，不能睡覺，不是祝福。有人生在權貴之家，但是沒有真心的朋友，被惡人包圍，失去了
平安，也不是祝福。有人得享一時的安樂卻有長遠的憂慮，並不是祝福。有人子孫眾多，但
是子孫沒有行在正道之中，離神甚遠，對神的國度沒有任何貢獻，仍然不是祝福。 

 
讓我們從詩篇第一篇中的訓誡來看如何才能成為一個真正有福的人。 

 
 
一一一一、、、、 警戒惡人之道必有咒詛警戒惡人之道必有咒詛警戒惡人之道必有咒詛警戒惡人之道必有咒詛 
 
1. 不從惡人的計謀不從惡人的計謀不從惡人的計謀不從惡人的計謀 
   
    不從惡人的計謀，因為惡人終不得善報，惡人的燈，也必熄滅。(箴 24:20) 惡人作惡事，殺
人，偷竊，作奸，犯科，陷害，誣告，毀謗都是明顯的惡事。但也有不明顯的惡事，嫉妒，
紛爭，結黨，說謊，作假，貪污，浪費也都是惡事。聖經告訴我們：「作惡的，必被剪除，唯
有等候耶和華的，必承受地土。」(詩 36:9) 
 
    所羅門的兒子羅波安聽信少年人的計謀，嚴嚴地對待以色列人，要用蠍子鞭責打神的子
民，以致失去了十個支派。(王上 12:10-19) 惡人的罪過是甚麼呢? 惡人心裏說，我眼中不怕
神，故敢作惡。(詩 36:1) 箴言告訴我們，有一條路，人以為正，至終成為死亡之路。 (箴
16:25) 我們需要神幫助我們分辨智慧人，使我們能與智慧人同行，「與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
慧，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虧損。」(箴 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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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站罪人的道路不站罪人的道路不站罪人的道路不站罪人的道路 
 
    不站罪人的道路，罪人乃是不認識神的人，不謙卑按神的方式，悔改求神赦免的人都是罪
人。我們要知道我們信主以前都是罪人，信主以後仍然還會犯罪，只是因有聖靈感動而能常
常悔改。要分辨罪人的動機，我們要小心，讓我們來思想所謂人間最偉大的母愛。雖然，母
親照顧兒女是出於母愛，願意為兒女犧牲是理所當然的事，母親的細心照顧在兒女的成長期
間是兒女的祝福。但是等到兒女長大成人之後，有一些母親為了不願意失去兒子，就仍然還
像照顧小孩子一樣地來轄制兒女就有私心了。兒女們成年後需要獨立，需要成立自己的家。
以前我有一個鄰居老太太，她不願讓兒子獨立，兒子已經三十多歲了，她還要求兒子每個週
末都開車兩個多小時回家吃飯，當然兒子也順便把一週積下來的髒衣服都帶回來讓媽媽洗、
漿、燙、折。後來她兒子一直沒有時間找對象，到很大的年齡還沒有結婚，最後那母親死
了，兒子也沒有人照顧了，這位母親所給兒子的祝福是短暫的祝福，並不合神的心意。聖經
上告訴我們，真正的愛應該是不求自己益處的。(林前 13:5) 
 
3. 要遠離要遠離要遠離要遠離褻慢人的座位褻慢人的座位褻慢人的座位褻慢人的座位 
 
    褻慢人就是不敬畏神的人，不可與褻瀆神的人為伍，不要與他們坐在一起。因為一坐在一
起就失去離開的能力，與他們一交談，就吸收邪惡、乖僻的思想，至終被他們洗腦、玷污，
言聽計從，步入歧途。有一些不敬畏神的人不可與他們交往，閒談，我們定意要遠離他們，
不與他們坐在一起看暴力電視、瀏覽色情網站、醉酒、吸毒，妄稱主名等。這些交際遲早都
會帶來惡果。但是也有一些人表面看來不是壞人，但是他們心中完全不敬畏神。這些人也是
我們要謹慎，要遠離的。褻慢神的人，就是輕忽神的話語的人。就如溺愛孩子表面看來是疼
愛孩子，但是愛之適以害之。聖經警告父母要教養孩童，「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
到老他也不偏離。」(箴 22:6) 不可放縱孩童胡鬧自私，不聽長輩的話，欺負人，佔別人的便
宜。 
 
    我們剛來美國時，有一個猶太裔教授接待我們，他們讓一個五歲大的孩子故意用力扭我的
手，孩子的父母看見了很高興，以為這個孩子將來長大後會有出息，絕對不會像猶太人在第
二次世界大戰時被德國人欺負。這完全是一種錯誤的看法。將來這孩子可能成為一個非常積
極的人，也因為他攻擊性很強，可能會連一個真正的朋友都沒有。所有的人都怕被他害，退
避三舍。這些父母不按照神的方式來教養孩子，以致讓孩子長大後受虧損。知道如何辨虛假
的祝福之後，讓我們來思想什麼是真正的祝福。 
 
 
二二二二、、、、 喜愛神的話語才有祝福喜愛神的話語才有祝福喜愛神的話語才有祝福喜愛神的話語才有祝福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按時候結果
子，葉子也不枯乾，凡他所作的，盡都順利。(詩 1:2-3) 
 
喜愛神的話是屬神之人的福氣，因為神的話都是保護人不要作惡犯罪。喜歡行在光明正道

中的人是聰明人。喜歡偏行己路在黑暗中行事的是愚笨人。 
 
我們真是有福，神讓我們擁有聖經，不只是如此，神所給我們的聖經是已經完全的，不需

要再加上任何一點，也不能減少任何一部分。我們要晝夜思想，才會更明白神的話。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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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個人就好像栽種在溪水旁的樹，能按時候結果子，葉子也不枯乾，凡我們所作的盡都
順利。我們結果子，這是生命自然的表現與豐富。葉子也不枯乾，這是生命的榮美與繁茂。
凡我們所作的盡都順利，這是生命的應許與祝福。 
 
    讀聖經可以讓人有得救的智慧，神藉著全部的詩篇向我們心靈的深處說話。 
˙創造奇功 Work      詩篇 1-41  栽種在溪水旁 
˙拯救買贖 Way       詩篇 42-72 如鹿切慕溪水 
˙敬拜事奉 Worship詩篇 73-89 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誰呢?  
˙光照引領 Walk      詩篇 90-106 主阿，你世世代代作我們的居所 
˙律例典章 Word     詩篇 107-150 神使狂風止息，波浪就平靜。風息浪靜，他們便歡喜，他 
                                   就引他們到所願去的海口。 
 
1. 遵行神的道的人有福了遵行神的道的人有福了遵行神的道的人有福了遵行神的道的人有福了 
 
(1) 敬畏神的人有福了 
「凡敬畏耶和華，遵行他道的人，便為有福。你要吃勞碌得來的，你要享福，事情順利。你
妻子在你的內室，好像多結果子的葡萄樹，你兒女圍繞你的桌子，好像橄欖栽子。看哪，敬
畏耶和華的人，必要這樣蒙福。」(詩 128:1-4) 
 
(2) 常存敬畏的人有福了 
「常存敬畏的，便為有福，心存剛硬的，必陷在禍患裏。」(箴 28:14) 
 
(3) 聽從神的人有福了 
「聽從我，日日在我門口仰望，在我門框旁邊等候的，那人便為有福。」(箴 8:34) 
 
(4) 眷顧貧窮的人有福了 
「眷顧貧窮的有福了，他遭難的日子，耶和華必搭救他。」(詩 41:1) 
 
(5) 神不算有罪的人有福了 
「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這人是有福的。凡心裏沒有詭詐，耶和華不算為有罪的，這人
是有福的。」 (詩 32:1-2) 
 
(6) 富足而不憂慮的人有福了 
「耶和華所賜的福，使人富足，並不加上憂慮。」(箴 10:22) 
 
(7) 兒女稱她為有福的人有福了 
「她的兒女起來稱她有福，她的丈夫也稱讚她。」(箴 31:28) 
 
2. 與耶穌基督有關的人有福了與耶穌基督有關的人有福了與耶穌基督有關的人有福了與耶穌基督有關的人有福了 
 
(1) 耶穌基督的母親有福了 
「高聲喊著說，妳在婦女中是有福的。」(路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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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耶穌基督有福了 
「妳所懷的胎也是有福的。」(路 1:42) 
 
(3) 萬代稱耶穌的母親為有福 
「因為祂顧念祂使女的卑微，從今以後，萬代要稱我有福。」(路 1:48)  
 
(4) 聽神的話而行的人更有福了 
「耶穌正說這話的時候，眾人中間，有一個女人大聲說，懷你胎的和乳養你的有福了。耶穌
說，是，卻還不如聽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路 11:27-28)  
 
(5) 不因耶穌跌倒的人有福了 
「就是瞎子看見，瘸子行走，長大痲瘋的潔淨，聾子聽見，死人復活，窮人有福音傳給他
們。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太 11:6)  
 
(6) 看見耶穌的人有福了 
「耶穌轉身暗暗的對門徒說。看見你們所看見的，那眼睛就有福了。」 (路 10:23)  
 
(7) 沒有看見就信的人有福了 
「耶穌對他說，你因看見了我才信，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約 20:29) 
 
(8) 聽耶穌講道的人有福了 
「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馬利亞已經選擇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奪去的。」(路 10:42) 
 
(9) 施捨窮人的人有福了 
「又當紀念主耶穌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 
「他施捨錢財，賙濟貧窮，他的仁義，存到永遠。他的角必被高舉，大有榮耀。」(詩 112:9) 
「眼目慈善的，就必蒙福，因他將食物分給窮人。」(箴 22:9) 
「憐憫貧窮的，就是借給耶和華，他的善行，耶和華必償還。」(箴 19:17) 
 
(10) 願聽耶穌教訓的人有福了 
「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太 5:3) 
「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太 5:4) 
「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太 5:5) 
「饑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太 5:6) 
「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恤。」(太 5:7)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神。」(太 5:8)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太 5:9) 
「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太 5:10) 
「人若因我辱罵你們，逼迫你們，捏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你們就有福了。」(太 5: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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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帶進永恆的祝福帶進永恆的祝福帶進永恆的祝福帶進永恆的祝福  
 
    惡人並不是這樣，乃像糠秕被風吹散。因此當審判的時候，惡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義人
的會中，也是如此。因為耶和華知道義人的道路，惡人的道路，卻必滅亡。(詩 1:4-6) 
  
    當我在思想甚麼是永遠的福分時我想到人生最終的結局，「主是我永遠的福分，勝過朋友與
生命。」 
 
    我們最後是能站住或是跌倒，是義人或是惡人，是永生或是滅亡。我們需要仔細思想，讓
我們從聖經中論及永恆之福分的經文來看。 
 
1. 投靠主的人有福了投靠主的人有福了投靠主的人有福了投靠主的人有福了 
 
「當以嘴親子，恐怕祂發怒，你們便在道中滅亡，因為祂的怒氣快要發作。凡投靠祂的，都
是有福的。」(詩 2:12) 
 
2. 敬畏敬畏敬畏敬畏神的人有福了神的人有福了神的人有福了神的人有福了 
 
「敬畏耶和華，甚喜愛祂命令的，這人便為有福。」(詩 112:1) 
 
3. 等候主的人有福了等候主的人有福了等候主的人有福了等候主的人有福了 
 
「等到一千三百三十五日的，那人便為有福。」(但 12:12) 
 
4. 安歇的人有福了安歇的人有福了安歇的人有福了安歇的人有福了 
 
「你且去等候結局，因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來，享受你的福分。」(但 12:13) 
 
5. 在主裏而死的人有福了在主裏而死的人有福了在主裏而死的人有福了在主裏而死的人有福了 
 
「從今以後，在主裏面而死的人有福了，聖靈說，是的，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作工的果效
也隨著他們。」(啟 14:13) 
 
6. 赴羔羊婚筵的人有福了赴羔羊婚筵的人有福了赴羔羊婚筵的人有福了赴羔羊婚筵的人有福了 
 
「天使吩咐我說，你要寫上，凡被請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了。又對我說，這是神真實的
話。」 (啟 19:9) 
 
7. 頭一次頭一次頭一次頭一次復活的人有福了復活的人有福了復活的人有福了復活的人有福了 
 
「在頭一次復活有分的，有福了，聖潔了。第二次的死在他們身上沒有權柄。他們必作神和
基督的祭司，並要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啟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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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住在神的殿中的人有福了住在神的殿中的人有福了住在神的殿中的人有福了住在神的殿中的人有福了 
 
「如此住在祢殿中的便為有福。」(詩 84:4) 
 
9. 靠主有力量的人有福了靠主有力量的人有福了靠主有力量的人有福了靠主有力量的人有福了 
 
「靠祢有力量心中想往錫安大道的，這人便為有福。」(詩 84:6) 
 
10. 倚靠主的人有福了倚靠主的人有福了倚靠主的人有福了倚靠主的人有福了 
 
「因為耶和華神是日頭，是盾牌，要賜下恩惠和榮耀，祂未嘗留下一樣好處，不給那些行動
正直的人。萬軍之耶和華阿，倚靠祢的人，便為有福。」(詩 84:11-12) 
 
11. 活在主面前的人有福了活在主面前的人有福了活在主面前的人有福了活在主面前的人有福了 
 
「祢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祢面前有滿足的喜樂，在祢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詩
16:11) 
 
12. 遵行聖經豫言的人有福了遵行聖經豫言的人有福了遵行聖經豫言的人有福了遵行聖經豫言的人有福了 
 
「看哪! 我必快來。凡遵守這書上預言的有福了。」(啟 22:7) 
 
  神已命定要賜福給遵行祂旨意的人，因此，蒙福與否乃在我們的揀選，神說：「何必死亡
呢?」 (結 18:31) 我們的選擇是甚麼呢? 我們蒙福或受咒詛，自己要負責。 
 
    你若留意聽從耶和華你神的話，謹守遵行祂的一切誡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祂必使
你超乎天下萬民之上。你若聽從耶和華你神的話，這以下的福必追隨你，臨到你身上。你在
城裏必蒙福，在田間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產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犢、羊羔，都
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摶麵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仇敵起來攻擊你，耶
和華必使他們在你面前被你殺敗。他們從一條路來攻擊你，必從七條路逃跑。在你倉房裏，
並你手所辦的一切事上，耶和華所命的福必臨到你。耶和華你神，也要在所給你的地上賜福
與你。你若謹守耶和華你神的誡命，遵行祂的道，祂必照著向你所起的誓，立你作為自己的
聖民。天下萬民見你歸在耶和華的名下，就要懼怕你。你在耶和華向你列祖起誓應許賜你的
地上，祂必使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所產的，都綽綽有餘。耶和華必為你開天上的府
庫，按時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手裏所辦的一切事上賜福與你，你必借給許多國民，卻不至
向他們借貸。你若聽從耶和華你神的誡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謹守遵行，不偏左右，
也不隨從事奉別神，耶和華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申 28:1-14) 
 
    讓我們一同低頭禱告。親愛的天父，求祢使我倚靠耶穌基督而蒙福。祢知道我的困難、我
的痛苦、我的軟弱，我的眼淚。「親愛主! 牽我手、建立我、領我走、攙我手、防跌倒。」  
(Thomas A. Dorsey 1899-1993) 懇求主耶穌群羊的大牧人帶領我。 求聖靈光照我，讓我思想神
的愛、神的拯救、神的救恩計劃、神給人的幫助、神接納人的軟弱、神給人赦罪之恩、神賜
給人的福分、神給人帶來的喜樂、神給人豐盛的生命、神給人光明的人生、給人永遠的天
家、神給人永恆的盼望。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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