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上感恩的心
诗篇 65:1-13

1 神阿，锡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所许的愿，也要向你偿还。
2 听祷告的主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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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人便为有福，我们必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
5 拯救我们的神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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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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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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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为人豫备五谷。
10 你浇透地的犁沟，润平犁脊，使地软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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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
(诗篇 65:1-13)

大纲
一、 赦罪之恩 (诗 65:1-3)
1. 爱是一切的根基
2. 公义是稳固柱石
3. 圣殿是神的居所
4. 平安是圣城之名
5. 赞美是向神还愿
6. 永恒是神的应许
7. 祈祷是悔改顺服
二、 拯救之恩 (诗 65:4-8)
1. 救恩的起点： 神拣选 (诗 65:4)
2. 救恩的终局： 让我们亲近祂，完全像祂 (诗 65:4)
3. 救恩的对象： 我们是神赐福的对象 (诗 65:4)
4. 救恩的归宿： 住在神的家中 (诗 65:4)
5. 救恩的享受： 饱尝美福 (诗 65:4)
6. 救恩的应许： 神是公义的 (诗 65:4)
7. 救恩的根源： 神是拯救我们的救主 (诗 65:5-7)
8. 救恩的方式： 神行神迹拯救 (诗 65:8)
9. 救恩的范围： 住在地极的人都要欢呼 (诗 65:8)
10. 救恩的喜乐： 神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 (诗 65:8)
三、 供应之恩(诗 65:9-13)
1. 万物蒙眷顾：神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神的河满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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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丰富的供应：神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豫备五谷。
3. 细心的照顾：神浇透地的犁沟，润平犁脊，使地软和
4. 极大的福分：神让其中发长的，蒙神赐福。
5. 不断地赐福：神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
6. 明显的祝福：神的路径都滴下脂油
7. 欢呼的歌唱：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
提醒: 蒙神的保守
1. 不要遮掩罪过
(1) 不可自私 (2) 不可嫉妒 (3) 不可说谎
2. 不与世俗为友
(1) 眼目的情欲 (2) 肉体的情欲 (3) 今生的骄傲
3. 不可贪爱钱财
(1) 不可耗费在宴乐上 (2) 不可埋藏累积财宝 (3) 不可忽略帮助穷人

信息
希伯来文的诗篇就是赞美的意思，诗篇是诗人灵命经历的发表。诗篇不仅是神学的理论，诗篇是诗
人经历神在环境中的带领，在灵的深处与神的心声相交，发出共鸣，使我们在祷告、赞美、敬拜、等
候，和求问中都能得到神的安慰、接纳、智慧、保守、解答、和喜乐。
借着诗篇，我们全人被圣灵充满，浸在神无限丰盛的爱中，明白神的旨意，蒙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赐
福，在急难中得拯救，信心增长，在服事中满有盼望，在生活中经历神的同在，在赞美中心灵完全得
释放，不但自己蒙福，并且成为赐福的器皿，使别人也蒙福。
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诗篇第六十五篇，向神献上感恩的心。

一、 赦罪之恩
神阿，锡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所许的愿，也要向你偿还。听祷告的主阿，凡有血气的，都要来
就你。罪孽胜了我，至于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 (诗篇 65:1-3)
感恩节即将来临，美国在新冠肺炎确诊与死亡人数创新高时，美国超过一千两百万人确诊二十六万
人死亡 。加州超过一百万人确诊，一万九千人死亡 。然而，感谢主，上周五，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
部长 Alex Azar 披露疫苗已经快要研发成功，美国辉瑞 Pfizer 与德国的合作伙伴 BioNTech 效率达
94.5%，另一家美国公司 Moderna 有效率为 95%.快要可以免费供应急需了。
圣城耶路撒冷是建造在锡安山上。当以色列的长老来到希伯仑按大卫作以色列的王后，大卫作的第
一件事就是攻打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对大卫说，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必不能进这地
方，心想大卫决不能进去。然而大卫攻取锡安的保障，就是大卫的城。 (撒下 5:6-7) 修筑城墙后，大
卫日渐强盛，因为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我们来看锡安山的七个特点：
1. 爱是一切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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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安的保障有坚固的根基。这根基就是爱。锡安是神所爱的圣山，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祂
爱锡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 (诗篇 87:1-2) 这里讲到神对祂子民的爱是坚固的、永远的、不
变的、至高的、无价的、涵盖一切、赦免罪孽、胜过死亡。 「爱情如死之坚强。」(歌 8:6)真神之爱，
伟大无边。比山高，比水深。深达地狱。
基督的爱能拯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神的爱显明在基督亲身担当我们的罪。 「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
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 5:8)
2. 公义是稳固柱石
大卫豫表基督是受膏的君王，神已经立祂的君王在锡安神的圣山上了。 (诗篇 2:6) 基督是以公平公
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 (赛 9:7) 大卫王如何豫表基督为和平的君呢? 大卫完全顺服神。他
爱神，因为神先爱他。 (约一 4:19) 神认定他是以色列中最好的君王，不是因为大卫没有过犯，乃是因
为大卫认罪悔改，并且伏在神大能的手下。 (诗 51:1)
3. 圣殿是神的居所
圣殿是神的灵居住的所在。圣殿就建造在锡安山上。圣山是神所愿居住的山，耶和华必住这山，直
到永远。 (诗篇 68:16)
4. 平安是圣城之名
因着是神的居所，建造在锡安山的圣殿是以色列人的荣耀。 「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
阿，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诗篇 122:6-7)
5. 赞美是向神还愿
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神的子民要到圣殿敬拜神，称颂神，向神许愿，也要向神还愿。 「耶和华为
大，在我们神的城中，在祂的圣山上，该受大赞美。锡安山，大君王的城，在北面居高华美，为全地
所喜悦。神在其宫中自显为避难所。(诗篇 48:1-3) 锡安的民都等候赞美神。在祂的面前还愿。(传 5:46)
6. 永恒是神的应许
神必坚固这城，直到永远。神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祂必作我们引路的，直到死时。 「论到锡安必
说，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而且至高者必亲自坚立这城。」(诗篇 87:5) 「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
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祂的百姓。」(诗篇 125:1-2)
7. 祈祷是悔改顺服
圣殿是万民祷告的地方。 (赛 56:7) 我们为我们的过犯得到神的赦免而献上感谢。 (王上 8:30)
我们如何献上感谢的心呢? 答案是让我们知道自己是多得神的赦免的罪人。耶稣问西门说: 「那一个
更爱免了无力偿还债务的债主呢?」(路 7:42)西门的回答是: 「多得恩免的人。」(路 7:43)耶稣说: 「你
断得不错。」(路 7:43) 「所以我告诉你、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
爱就少。」(路 7:47 ) 如此我们就能感谢以上七点神赦罪之恩。第一，爱是一切的根基，第二，公义是
稳固柱石，第三，圣殿是神的居所，配合神的帐幕在人间祂要与悔改的谦卑人同住的旨意，第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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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是圣城之名，爱主的人必然兴旺。第五，赞美是向神还愿。第六，永恒是神的应许。第七，祈祷是
荣神益人。

二、 拯救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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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拯救我们的神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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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既以
大能束腰，就用力量安定诸山，使诸海的响声，和其中波浪的响声，并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住在
地极的人，因你的神迹惧怕，你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 (诗篇 65:4-8)
求主拯救我们脱离这世界的捆绑。因为这世界的王是撒但，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手下。 (约一 5:19)
然而，这世界的王已经受了审判。 (约 16:11)只是撒但仍然拒绝停止作恶，直到天使将它捆绑，扔在
无底坑里，有一千年的时间不得再迷惑列国。 (启 20:2-3) 论到救恩，我们从十个角度来思想。
1. 救恩的起点： 神拣选 (诗 65:4)
2. 救恩的终局： 让我们亲近祂，完全像祂 (诗 65:4)
3. 救恩的对象： 我们是神赐福的对象 (诗 65:4)
4. 救恩的归宿： 住在神的家中 (诗 65:4)
5. 救恩的享受： 饱尝美福 (诗 65:4)
6. 救恩的应许： 神是公义的 (诗 65:4)
7. 救恩的根源： 神是拯救我们的救主 (诗 65:5-7)
8. 救恩的方式： 神行神迹拯救 (诗 65:8)
9. 救恩的范围： 住在地极的人都要欢呼 (诗 65:8)
10. 救恩的喜乐： 神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 (诗 65:8)
几天前还有很多的人很钦佩马云，蚂蚁金服若成功上市，马云将被列在世界第十一的富人排行榜
上。但是，几天后，蚂蚁金服上市暂停，等候调查。一切都可能烟硝灰灭，没有人想当马云。
「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可 8:36-37)

三、 供应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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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为人豫备五谷。你浇透
地的犁沟，润平犁脊，使地软和，其中发长的，蒙你赐福。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
脂油，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束腰。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
唱。 (诗篇 65:9-13)
1. 万物蒙眷顾：神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神的河满了水，
2. 丰富的供应：神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豫备五谷。
3. 细心的照顾：神浇透地的犁沟，润平犁脊，使地软和
4. 极大的福分： 神让其中发长的，蒙神赐福。
5. 不断地赐福：神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
6. 明显的祝福：神的路径都滴下脂油
7. 欢呼的歌唱： 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
(1) 人劳苦的果效：草上有许多羊群，牧人劳苦，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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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然界的供应：谷中长满了五谷，
(3) 让人欢呼歌唱：何等喜乐。
神如何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 不是从物质开始，乃是让我们的罪得赦免，这是赦罪之恩，是我们最
应当感谢的，其次，是在环境中拯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这是拯救之恩，我们挣脱了撒但用世界
对我们的捆绑。最后是神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这是供应之恩。不是所有财宝都对人有益处。唯有
「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箴 10:22)
回顾全时间事奉神三十年，神丰盛地供应我们全家的需要。我要见证神所应许的绝对不会落空。在
美国修化工博士时，我的姊妹和我一同悔改受洗归在主的名下。我们被圣灵感动，愿意好好传福音，
事奉主。然而当神的呼召临到时，心中仍有很大的挣扎。最主要的是知道自己既无恩赐口才，也没有
牧师长老的带领，更缺乏父母或兄弟姊妹的鼓励与支持，我们一家五口要走一条完全凭信心道路。环
顾四周，有很多比我更适合当传道人的弟兄。按头脑的分析，实在无法回应神的呼召。然而，神的呼
召是明确和持续的。虽然我的信心小，但神让我看见顺服的重要，因此决定辞去工业界高薪的工作，
进入神学院受造就。神学院毕业后，因为我们在查经班蒙恩，并不属于任何宗派，所以没有得到宗派
或任何教会的支持，一开始的十年有九年凭信心在拓荒植堂。然而，三十年来，神不但让我全时间牧
养，并且参与宣教和神学教育。恩上加恩的神让我的两个儿子也都从神学院毕业，女儿家中开创的查
经班也建立了教会，为此我要向神献上感恩的心。
「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腓 4:19)
这一句话有很大的应许。神透过保罗应许保罗的同工，必一无所缺。保罗如此记载之前，论到他样
样都有，并且有余，已经充足。 (腓 4:18) 保罗之所以能如此宣告，是因为他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
知足，因为已经学会了。他学会了什么呢? 「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
饿、或有余、或缺乏、随事随在、我都得了秘诀。」(腓 4:12)
你我学会了没有?

提醒: 蒙神的保守
1. 不要遮掩罪过
「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恤。」(箴 28:13)
(1) 不可自私
(2) 不可嫉妒
(3) 不可说谎
2. 不与世俗为友
「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哪、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么．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
为敌了。」(雅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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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约一 2:15)
(1) 眼目的情欲
(2) 肉体的情欲
(3) 今生的骄傲
3. 不可贪爱钱财
贪财虽一时得逞，但至终必然造成重大损失，甚至丧命。
「凡恋财利的、所行之路、都是如此．这贪恋之心、乃夺去得财者之命。」(箴 1:19)
「以贪财为可恨的、必年长日久。」(箴 28:16)
(1) 不可耗费在宴乐上
(2) 不可埋藏累积财宝
(3) 不可忽略帮助穷人
「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 因为从头一
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工的、必成全这工、直到耶稣
基督的日子」(腓 1:3-6)
感谢神使我们有分于神的圣工。请为种好种福音事工代祷，让我们为主和国度有所舍弃，不再为自
己活，乃为为我们死而复活爱我们的主活，等候主再来。如此才能成为良善忠心的仆人。我们彼此勉
励。

祷告
亲爱的天父，愿您祝福杨武义牧师和同工们在基督教卫理堂的事工，让许多人听见福音而悔改，得
到赦罪之恩。又能脱离撒但的掌控，蒙恩得救，脱离世界的捆绑，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并且因着生命
成长，满得神丰盛的供应，凡事谢恩，知足常乐。传扬福音，为主作见证。让他们中间有极大的喜
乐，常有欢呼歌唱的声音。我们要赞美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www.sowgoodseeds.org O19652S 孙雅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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