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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第六十五篇

人進到上帝面前來敬拜，心裡面常常有一個崇敬之心，

更是因為經歷了上帝的恩惠，有一個感恩的態度，

所以到上帝面前來獻上感恩。

六五11 你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你的路徑都滴下脂油。

這篇詩篇在很多場合都可以使用，可能是

人罪惡得著赦免

國家經歷到災禍、仇敵攻擊

國家經歷過一年的豐收

不管什麼場合，人來獻上感恩都是非常合宜的是非常合宜的。

感恩詩感恩詩

這首詩描寫上帝

創造者

赦罪者

拯救者

供應者

對於上帝恩慈本性，

得著更深的體認、更豐富的認識。

頌讚上帝，不必侷限於一件事情，

在各種的情況之下，

我們都可以來頌讚上帝。

詩篇第六十五篇 感恩詩感恩詩

1-4 上帝賜給人赦罪之恩 ─

在神的殿裡面，罪人得到赦免，就可以來親近上帝。

1 神啊，錫安的人都等候讚美你；

所許的願也要向你償還。

2 聽禱告的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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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詩篇第六十五篇 感恩詩感恩詩



‧等候與讚美‧赦罪之恩 ‧詩歌分享 ‧上帝保護 ‧豐富供應

共十三節，二十次講到「你」。

上帝就是我們感恩、頌讚唯一的對象，

我們要來向上帝讚美，也要向祂來還願。

上帝是我們一切聚會的中心。

我們喜歡弟兄姊妹、

喜歡跟大家團契交通

但更重要的，聚會是以上帝為中心的中心的

1 上帝啊，錫安的人都等候讚美你；

所許的願也要向你償還。

‧等候與讚美‧赦罪之恩 ‧詩歌分享 ‧上帝保護 ‧豐富供應

所有人都預備好了，只等候上帝的降臨，就要發出讚美。

我們不是讓上帝等我們，而是早早的就到會場，

先安靜自己的心，等候來迎見神、等候上帝的降臨。

哈二20 惟耶和華在祂的聖殿當中，

全地的人，都應當肅靜、靜默。

1 等候讚美你

靜默在上帝面前就是一種讚美，

群聚在聖殿，靜候、還願

神垂聽禱告，赦免我們的罪過

與神親近，讓我們可以在祂的殿裡，感受到滿足。

‧等候與讚美‧赦罪之恩‧詩歌分享 ‧上帝保護 ‧豐富供應

一個人如果被罪攔阻，

他就不能來親近神，神也不聽他的禱告，

他也不能被引導進入到神的殿中。

有罪的人，上帝就給他開了一個恩門 ─ 贖罪祭，

讓人藉著贖罪，就能夠進到上帝面前。

有燔祭跟平安祭，是自願獻的祭，

是人跟上帝立約的時候獻的祭

燔祭是建立我們跟上帝之間垂直的關係關係

平安祭是建立人跟人之間水平的關係關係，

又稱作「團契的祭」。

‧等候與讚美‧赦罪之恩‧詩歌分享 ‧上帝保護 ‧豐富供應

贖罪祭不是一個轄制，

是上帝賜給我們一個新的恩門，

讓有罪的人藉著這個贖罪祭，

可以重新恢復跟上帝之間的關係 ─

禱告蒙垂聽、敬拜蒙悅納。

2 聽禱告的主啊！

祂是活的神，祂可以聽、祂可以行動。

出二 以色列人向上帝發出哀告、訴說苦情，

上帝聽見了、祂看見了、祂知道了，

祂就採取拯救的行動，拯救百姓出埃及。



‧等候與讚美‧赦罪之恩‧詩歌分享 ‧上帝保護 ‧豐富供應

3 罪孽勝了我；
至於我們的過犯，

你都要赦免。

個人的經歷

團體共同的經歷

我們眾人都可以同樣得著上帝給我們的赦罪之恩。

罪是每一個人個人的經驗

罪惡得到赦免、過犯被上帝除盡，

不但是個人的經驗，更是團體共同的經歷

詩篇五十一篇 大衛個人的認罪悔改詩，

也譜成曲讓公眾來頌唱，

他個人的經歷，就變成眾人共同的經歷。

‧等候與讚美 ‧赦罪之恩‧詩歌分享‧上帝保護 ‧豐富供應

約翰牛頓「奇異恩典」，

裡面的詞句打動我們每一個人的心，

那樣的詩歌，寫出我們每一個人的心聲。

奇異恩典，何等甘甜，

我罪已得赦免。

前我失喪，今被尋回，

瞎眼今得看見。

‧等候與讚美 ‧赦罪之恩‧詩歌分享‧上帝保護 ‧豐富供應

「各各他」

我們任何的罪，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罪，

都是耶穌基督用祂的寶血來洗淨的。

我怎麼可以再任意的犯罪，讓祂傷心呢？

羅馬兵丁鞭打主身，流出鮮血在各各他。
你的慈愛誰能體會？你的創痛誰能安慰？
你釘十架為我罪魁，我今向你低頭下跪。

我怎能再任意犯罪，使主因我忍受羞愧。
主命令我不敢違背，主腳步我樂意跟隨。

救主耶穌、救主耶穌，我怎能忘記各各他，
就在那裡你釘十架，寶血流出、作我贖價。

‧等候與讚美 ‧赦罪之恩‧詩歌分享‧上帝保護 ‧豐富供應

罪得赦免的人才有資格能夠來親近上帝，

得嚐上帝殿裡面的甘甜、享受神的同在。

寧可住在神的殿裡面一天，寧可住在神的殿裡面一天，

不願住在惡人的帳棚裡面千日；不願住在惡人的帳棚裡面千日；

寧可在神的殿裡面看門，

不願意住在惡人的帳棚裡面。

有
福
的
人
！



‧等候與讚美 ‧赦罪之恩‧詩歌分享‧上帝保護 ‧豐富供應

賽五一5 我的公義臨近、

我的救恩發出。

賽五一6 惟有我的救恩永存、

我的公義也不廢掉。

詩篇講到上帝的拯救跟祂的公義，是一件事情

犯罪的人是離開了神的公義

蒙拯救的人是被帶回到上帝的救恩、公義裡面

5-8 上帝賜給人有保護之恩 ─

個人，甚至是整個團體、民族、國家，

都得到上帝的保護，一起在上帝面前來獻上感恩。

5 拯救我們的神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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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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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候與讚美 ‧赦罪之恩 ‧詩歌分享‧上帝保護‧豐富供應

5 你本是一切地極和海上遠處的人所倚靠的。

遠處、遠方的人，連他們也要來依靠耶和華。

我們蒙恩得救的經歷，會吸引許許多多還沒有蒙恩得救的人，

甚至遠方的人，都會一起來親近上帝。

6-7 安定諸山，使諸海平靜。

仇敵的攻擊，上帝都完全消滅。

摩西領百姓過紅海

約書亞把耶利哥城攻下來

希西家王呼求神抵擋亞述

‧等候與讚美 ‧赦罪之恩 ‧詩歌分享‧上帝保護‧豐富供應

馬丁路德「堅固保障」

上主是我堅固保障，莊嚴雄峻永堅強。
上主使我安穩前航，助我乘風破駭浪。

惡魔盤踞世上，人謀興風作浪，猖狂狡猾一場，
猙獰殘暴非常，陰險絕世惡無雙。

我若但憑自己力量，自知難斷相對抗，
幸有一人挺身先登，率領著我往前方。

如問此人為誰？乃是基督我王，統管宇宙萬方，
自古萬民共仰，定能將群魔掃蕩。

群魔雖然環繞我，向我盡量施侵凌，
我不懼怕，因神有定旨，真理必使我得勝。

幽暗之君雖猛，不足令我心驚，牠怒我能容忍，
日後勝負必分，主言必使牠敗奔。



9-13 感謝上帝供應之恩 ─

上帝普降甘霖，讓地長出五穀，人畜同得歡喜，

在上帝面前，我們一起來獻上感恩。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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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為人預備五穀。

10 你澆透地的犁溝，潤平犁脊，降甘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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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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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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為人預備五穀。

‧等候與讚美 ‧赦罪之恩 ‧詩歌分享 ‧上帝保護‧豐富供應

十月、十一月下十月、十一月下秋雨，就可以播種，就可以播種

第二年的一、二月有第二年的一、二月有春雨，就可以豐收，就可以豐收

天上的雲，就好像，就好像神的河神的河
神的河神的河滿了水，滿了水，天上的雲天上的雲降下雨水，地就軟和。降下雨水，地就軟和。

好像好像上帝上帝駕著駕著天上的雲天上的雲，從天這邊到天的那一邊，，從天這邊到天的那一邊，

凡是祂經過的地方就凡是祂經過的地方就降下雨水降下雨水，好像一路，好像一路滴下脂油滴下脂油。。

脂油脂油就是最肥美、最好的東西，是就是最肥美、最好的東西，是上帝賞賜給人的恩典上帝賞賜給人的恩典。。

13 草場以羊群為衣；

谷中也長滿了五穀。

這一切都歡呼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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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降下雨水、甘霖，地就軟和，

長出青草來，草場上面就可以以羊群為衣。

以色列人，就像這些羊一樣，

享受了青草，

也就可以向上帝來歡呼。

‧等候與讚美 ‧赦罪之恩 ‧詩歌分享 ‧上帝保護‧豐富供應

美濃長老的見證

讓我們天天經歷上帝賜給我們豐富的恩典。

我們經歷上帝的恩惠，把我們的感恩獻給上帝。

上帝賜給我們赦罪、保護的恩典；為國家、個人獻上感恩

為上帝賜給我們豐富的供應，讓我們一無所缺、獻上感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