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上感恩的心
詩篇 65:1-13

1 神阿，錫安的人，都等候讚美你，所許的願，也要向你償還。
2 聽禱告的主阿，凡有血氣的，都要來就你。
3 罪孽勝了我，至於我們的過犯，你都要赦免。
4 你所揀選，使他親近你，住在你院中的，這人便為有福，我們必因你居所，你聖殿的美福知足了。
5 拯救我們的神阿，你必以威嚴秉公義應允我們，你本是一切地極，和海上遠處的人所倚靠的。
6 他既以大能束腰，就用力量安定諸山，
7 使諸海的響聲，和其中波浪的響聲，並萬民的喧嘩，都平靜了。
8 住在地極的人，因你的神蹟懼怕，你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歡呼。
9 你眷顧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神的河滿了水，你這樣澆灌了地，好為人豫備五穀。
10 你澆透地的犁溝，潤平犁脊，使地軟和，其中發長的，蒙你賜福。
11 你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你的路徑都滴下脂油，
12 滴在曠野的草場上，小山以歡樂束腰。
13 草場以羊群為衣，谷中也長滿了五穀，這一切都歡呼歌唱。
(詩篇 65:1-13)

大綱
一、 赦罪之恩 (詩 65:1-3)
1. 愛是一切的根基
2. 公義是穩固柱石
3. 聖殿是神的居所
4. 平安是聖城之名
5. 讚美是向神還願
6. 永恆是神的應許
7. 祈禱是悔改順服
二、 拯救之恩 (詩 65:4-8)
1. 救恩的起點： 神揀選 (詩 65:4)
2. 救恩的終局： 讓我們親近祂，完全像祂 (詩 65:4)
3. 救恩的對象： 我們是神賜福的對象 (詩 65:4)
4. 救恩的歸宿： 住在神的家中 (詩 65:4)
5. 救恩的享受： 飽嚐美福 (詩 65:4)
6. 救恩的應許： 神是公義的 (詩 65:4)
7. 救恩的根源： 神是拯救我們的救主 (詩 65:5-7)
8. 救恩的方式： 神行神蹟拯救 (詩 65:8)
9. 救恩的範圍： 住在地極的人都要歡呼 (詩 65:8)
10. 救恩的喜樂： 神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歡呼 (詩 65:8)
三、 供應之恩 (詩 65:9-13)
1. 萬物蒙眷顧：神眷顧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神的河滿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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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豐富的供應：神這樣澆灌了地，好為人豫備五穀。
3. 細心的照顧：神澆透地的犁溝，潤平犁脊，使地軟和
4. 極大的福分：神讓其中發長的，蒙神賜福。
5. 不斷地賜福：神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
6. 明顯的祝福：神的路徑都滴下脂油
7. 歡呼的歌唱：草場以羊群為衣，谷中也長滿了五穀
提醒: 蒙神的保守
1. 不要遮掩罪過
(1) 不可自私 (2) 不可嫉妒 (3) 不可說謊
2. 不與世俗為友
(1) 眼目的情慾 (2) 肉體的情慾 (3) 今生的驕傲
3. 不可貪愛錢財
(1) 不可耗費在宴樂上 (2) 不可埋藏累積財寶 (3) 不可忽略幫助窮人

信息
希伯來文的詩篇就是讚美的意思，詩篇是詩人靈命經歷的發表。詩篇不僅是神學的理論，詩篇是詩
人經歷神在環境中的帶領，在靈的深處與神的心聲相交，發出共鳴，使我們在禱告、讚美、敬拜、等
候，和求問中都能得到神的安慰、接納、智慧、保守、解答、和喜樂。
藉著詩篇，我們全人被聖靈充滿，浸在神無限豐盛的愛中，明白神的旨意，蒙創造天地的耶和華賜
福，在急難中得拯救，信心增長，在服事中滿有盼望，在生活中經歷神的同在，在讚美中心靈完全得
釋放，不但自己蒙福，並且成為賜福的器皿，使別人也蒙福。
今天我們一起來思想詩篇第六十五篇，向神獻上感恩的心。

一、 赦罪之恩
神阿，錫安的人，都等候讚美你，所許的願，也要向你償還。聽禱告的主阿，凡有血氣的，都要來
就你。罪孽勝了我，至於我們的過犯，你都要赦免。(詩篇 65:1-3)
感恩節即將來臨，美國在新冠肺炎確診與死亡人數創新高時，美國超過一千兩百萬人確診二十六萬
人死亡 。加州超過一百萬人確診，一萬九千人死亡 。然而，感謝主，上週五，美國衛生與公共服務
部長 Alex Azar 披露疫苗已經快要研發成功，美國輝瑞 Pfizer 與德國的合作伙伴 BioNTech 效率達
94.5%，另一家美國公司 Moderna 有效率為 95%.快要可以免費供應急需了。
聖城耶路撒冷是建造在錫安山上。當以色列的長老來到希伯崙按大衛作以色列的王後，大衛作的第
一件事就是攻打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對大衛說，你若不趕出瞎子、瘸子、必不能進這地
方，心想大衛決不能進去。然而大衛攻取錫安的保障，就是大衛的城。(撒下 5:6-7) 修築城牆後，大
衛日漸強盛，因為耶和華萬軍之神，與他同在。我們來看錫安山的七個特點：
1. 愛是一切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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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的保障有堅固的根基。這根基就是愛。錫安是神所愛的聖山，耶和華所立的根基在聖山上，祂
愛錫安的門，勝於愛雅各一切的住處。(詩篇 87:1-2) 這裏講到神對祂子民的愛是堅固的、永遠的、不
變的、至高的、無價的、涵蓋一切、赦免罪孽、勝過死亡。「愛情如死之堅強。」(歌 8:6)真神之愛，
偉大無邊。比山高，比水深。深達地獄。
基督的愛能拯救我們脫離罪的刑罰，神的愛顯明在基督親身擔當我們的罪。「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
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羅 5:8)
2. 公義是穩固柱石
大衛豫表基督是受膏的君王，神已經立祂的君王在錫安神的聖山上了。(詩篇 2:6) 基督是以公平公
義使國堅定穩固，從今直到永遠。(賽 9:7) 大衛王如何豫表基督為和平的君呢? 大衛完全順服神。他愛
神，因為神先愛他。(約一 4:19) 神認定他是以色列中最好的君王，不是因為大衛沒有過犯，乃是因為
大衛認罪悔改，並且伏在神大能的手下。(詩 51:1)
3. 聖殿是神的居所
聖殿是神的靈居住的所在。聖殿就建造在錫安山上。聖山是神所願居住的山，耶和華必住這山，直
到永遠。(詩篇 68:16)
4. 平安是聖城之名
因著是神的居所，建造在錫安山的聖殿是以色列人的榮耀。「你們要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
阿，愛你的人必然興旺。願你城中平安，願你宮內興旺。」(詩篇 122:6-7)
5. 讚美是向神還願
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神的子民要到聖殿敬拜神，稱頌神，向神許願，也要向神還願。「耶和華為
大，在我們神的城中，在祂的聖山上，該受大讚美。錫安山，大君王的城，在北面居高華美，為全地
所喜悅。神在其宮中自顯為避難所。(詩篇 48:1-3) 錫安的民都等候讚美神。在祂的面前還願。(傳 5:46)
6. 永恆是神的應許
神必堅固這城，直到永遠。神永永遠遠為我們的神，祂必作我們引路的，直到死時。「論到錫安必
說，這一個那一個都生在其中，而且至高者必親自堅立這城。」(詩篇 87:5) 「倚靠耶和華的人，好像
錫安山，永不動搖。眾山怎樣圍繞耶路撒冷，耶和華也照樣圍繞祂的百姓。」(詩篇 125:1-2)
7. 祈禱是悔改順服
聖殿是萬民禱告的地方。(賽 56:7) 我們為我們的過犯得到神的赦免而獻上感謝。(王上 8:30)
我們如何獻上感謝的心呢? 答案是讓我們知道自己是多得神的赦免的罪人。耶穌問西門說: 「那一個
更愛免了無力償還債務的債主呢?」(路 7:42)西門的回答是: 「多得恩免的人。」(路 7:43)耶穌說: 「你
斷得不錯。」(路 7:43) 「所以我告訴你、他許多的罪都赦免了．因為他的愛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
愛就少。」(路 7:47) 如此我們就能感謝以上七點神赦罪之恩。第一，愛是一切的根基，第二，公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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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固柱石，第三，聖殿是神的居所，配合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悔改的謙卑人同住的旨意，第四，平
安是聖城之名，愛主的人必然興旺。第五，讚美是向神還願。第六，永恆是神的應許。第七，祈禱是
榮神益人。

二、 拯救之恩
你所揀選，使他親近你，住在你院中的，這人便為有福，我們必因你居所，你聖殿的美福知足了。
拯救我們的神阿，你必以威嚴秉公義應允我們，你本是一切地極，和海上遠處的人所倚靠的。他既以
大能束腰，就用力量安定諸山，使諸海的響聲，和其中波浪的響聲，並萬民的喧嘩，都平靜了。住在
地極的人，因你的神蹟懼怕，你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歡呼。(詩篇 65:4-8)
求主拯救我們脫離這世界的綑綁。因為這世界的王是撒但，全世界都臥在那惡者手下。(約一 5:19)
然而，這世界的王已經受了審判。(約 16:11)只是撒但仍然拒絕停止作惡，直到天使將牠綑綁，扔在無
底坑裏，有一千年的時間不得再迷惑列國。(啟 20:2-3) 論到救恩，我們從十個角度來思想。
1. 救恩的起點： 神揀選 (詩 65:4)
2. 救恩的終局： 讓我們親近祂，完全像祂 (詩 65:4)
3. 救恩的對象： 我們是神賜福的對象 (詩 65:4)
4. 救恩的歸宿： 住在神的家中 (詩 65:4)
5. 救恩的享受： 飽嚐美福 (詩 65:4)
6. 救恩的應許： 神是公義的 (詩 65:4)
7. 救恩的根源： 神是拯救我們的救主 (詩 65:5-7)
8. 救恩的方式： 神行神蹟拯救 (詩 65:8)
9. 救恩的範圍： 住在地極的人都要歡呼 (詩 65:8)
10. 救恩的喜樂： 神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歡呼 (詩 65:8)
幾天前還有很多的人很欽佩馬雲，螞蟻金服若成功上市，馬雲將被列在世界第十一的富人排行榜
上。但是，幾天後，螞蟻金服上市暫停，等候調查。一切都可能煙硝灰滅，沒有人想當馬雲。
「人就是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甚麼益處呢。人還能拿甚麼換生命呢。」(可 8:36-37)

三、 供應之恩
你眷顧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神的河滿了水，你這樣澆灌了地，好為人豫備五穀。你澆透
地的犁溝，潤平犁脊，使地軟和，其中發長的，蒙你賜福。你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你的路徑都滴下
脂油，滴在曠野的草場上，小山以歡樂束腰。草場以羊群為衣，谷中也長滿了五穀，這一切都歡呼歌
唱。(詩篇 65:9-13)
1. 萬物蒙眷顧：神眷顧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神的河滿了水，
2. 豐富的供應：神這樣澆灌了地，好為人豫備五穀。
3. 細心的照顧：神澆透地的犁溝，潤平犁脊，使地軟和
4. 極大的福分： 神讓其中發長的，蒙神賜福。
5. 不斷地賜福：神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
6. 明顯的祝福：神的路徑都滴下脂油
7. 歡呼的歌唱： 草場以羊群為衣，谷中也長滿了五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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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勞苦的果效：草上有許多羊群，牧人勞苦，奔跑。
(2) 自然界的供應：谷中長滿了五穀，
(3) 讓人歡呼歌唱：何等喜樂
神如何供應我們一切的需要? 不是從物質開始，乃是讓我們的罪得赦免，這是赦罪之恩，是我們最
應當感謝的，其次，是在環境中拯救我們脫離罪和死的權勢。這是拯救之恩，我們掙脫了撒但用世界
對我們的綑綁。最後是神供應我們一切的需要，這是供應之恩。不是所有財寶都對人有益處。唯有
「耶和華所賜的福，使人富足，並不加上憂慮。」(箴 10:22)
回顧全時間事奉神三十年，神豐盛地供應我們全家的需要。我要見證神所應許的絕對不會落空。在
美國修化工博士時，我的姊妹和我一同悔改受洗歸在主的名下。我們被聖靈感動，願意好好傳福音，
事奉主。然而當神的呼召臨到時，心中仍有很大的掙扎。最主要的是知道自己既無恩賜口才，也沒有
牧師長老的帶領，更缺乏父母或兄弟姊妹的鼓勵與支持，我們一家五口要走一條完全憑信心道路。環
顧四周，有很多比我更適合當傳道人的弟兄。按頭腦的分析，實在無法回應神的呼召。然而，神的呼
召是明確和持續的。雖然我的信心小，但神讓我看見順服的重要，因此決定辭去工業界高薪的工作，
進入神學院受造就。神學院畢業後，因為我們在查經班蒙恩，並不屬於任何宗派，所以沒有得到宗派
或任何教會的支持，一開始的十年有九年憑信心在拓荒植堂。然而，三十年來，神不但讓我全時間牧
養，並且參與宣教和神學教育。恩上加恩的神讓我的兩個兒子也都從神學院畢業，女兒家中開創的查
經班也建立了教會，為此我要向神獻上感恩的心。
「我的神必照他榮耀的豐富、在基督耶穌裏、使你們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腓 4:19)
這一句話有很大的應許。神透過保羅應許保羅的同工，必一無所缺。保羅如此記載之前，論到他樣
樣都有，並且有餘，已經充足。(腓 4:18) 保羅之所以能如此宣告，是因為他無論在甚麼情況，都可以
知足，因為已經學會了。他學會了甚麼呢? 「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豐富、或飽足、或饑
餓、或有餘、或缺乏、隨事隨在、我都得了祕訣。」(腓 4:12)
你我學會了沒有?

提醒: 蒙神的保守
1. 不要遮掩罪過
「遮掩自己罪過的、必不亨通．承認離棄罪過的、必蒙憐恤。」(箴 28:13)
(1) 不可自私
(2) 不可嫉妒
(3) 不可說謊
2. 不與世俗為友
「你們這些淫亂的人哪、豈不知與世俗為友、就是與神為敵麼．所以凡想要與世俗為友的、就是與神
為敵了。」(雅 4:4)
「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裏面了。」(約一 2:15)
(1) 眼目的情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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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肉體的情慾
(3) 今生的驕傲
3. 不可貪愛錢財
貪財雖一時得逞，但至終必然造成重大損失，甚至喪命。
「凡戀財利的、所行之路、都是如此．這貪戀之心、乃奪去得財者之命。」(箴 1:19)
「以貪財為可恨的、必年長日久。」(箴 28:16)
(1) 不可耗費在宴樂上
(2) 不可埋藏累積財寶
(3) 不可忽略幫助窮人
「我每逢想念你們、就感謝我的神．（每逢為你們眾人祈求的時候、常是歡歡喜喜的祈求) 因為從頭一
天直到如今、你們是同心合意的興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裏動了善工的、必成全這工、直到耶穌
基督的日子」(腓 1:3-6)
感謝神使我們有分於神的聖工。請為種好種福音事工代禱，讓我們為主和國度有所捨棄，不再為自
己活，乃為為我們死而復活愛我們的主活，等候主再來。如此才能成為良善忠心的僕人。我們彼此勉
勵。

禱告
親愛的天父，願您祝福楊武義牧師和同工們在基督教衛理堂的事工，讓許多人聽見福音而悔改，得
到赦罪之恩。又能脫離撒但的掌控，蒙恩得救，脫離世界的綑綁，過分別為聖的生活。並且因著生命
成長，滿得神豐盛的供應，凡事謝恩，知足常樂。傳揚福音，為主作見證。讓他們中間有極大的喜
樂，常有歡呼歌唱的聲音。我們要讚美神。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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