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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得赦免的感謝罪得赦免的感謝
這篇詩篇是一個讚美，

讚美讓人的眼光抬高，靈性提昇，

激發敬畏感恩的心。

這篇詩篇的主題，

「一個罪人蒙了上帝的恩惠，被上帝赦免」

歷世歷代，這個主題也激發我們靈性，

因為上帝沒有按我們的罪過來待我們，

是一個蒙恩的罪人最感謝上帝的。

在喪禮、感恩聚會中，常常喜歡研讀。

要人記念上帝的慈愛

要人以敬畏來回應上帝

講到上帝的幾種道德的屬性 ─

公義、聖潔、慈愛、信實

個人的感恩

信仰的團體

全世界的人

天上的天使天軍

我的心啊！你不可忘記耶和華的恩惠。

是一篇站立在真理的基礎上的一篇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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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得赦免的感謝罪得赦免的感謝

01-02 邀請人來讚美神

03-05 個人的感恩的見證

06-13 信仰團體來獻上感恩跟頌讚

14-18 邀請世界所有的人，一起來向上帝獻上感謝跟頌讚

19-22 邀請天上的天使天軍也來頌讚神

最後一句，以自己的激勵

「我的心哪！不可忘記祂的一切恩惠」作為結束。

共二十二節，正好是希伯來字母的數字，代表一個完美的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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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得赦免的感謝罪得赦免的感謝 1 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

凡在我裡面的，也要稱頌他的聖名！

2 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

不可忘記他的一切恩惠！

‧讚美的呼籲‧個人感恩讚美 ‧信仰團體頌讚 ‧世人讚美 ‧邀請天使

哈利路亞─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邀請眾人一起來讚美神！

心是一個人最深的地方，

是情感、意志、知識的所在。

心要讚美耶和華 ─ 全人、全心都要來讚美神。



1 稱頌耶和華的聖名！

‧讚美的呼籲‧個人感恩讚美 ‧信仰團體頌讚 ‧世人讚美 ‧邀請天使

上帝的名字，代表上帝的性情，

上帝啟示給摩西，摩西介紹給以色列百姓；

上帝也用這個名字來跟以色列百姓立約。

上帝有名字，是我們可以來認識祂，

可以與祂之間有個人關係的神。

讓以色列百姓，可以來敬拜、呼求祂，

用這個名字來向上帝禱告。

上帝對祂的子民情深義重、信實守約，

要人用這個聖名來向祂敬拜跟頌讚。

YHWHYHWH
不可以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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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從內心裡故意的悖逆，不願意接受神！

也是摩西對以色列百姓的勸勉。

上帝一切的恩惠，包括神的所有作為，

沒有一件事情是太大，

以至於上帝不能做

沒有一件事情是太小，

以至於我們不應當來記念

2 不可忘記他的一切恩惠！

3 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醫治你的一切疾病。

4 他救贖你的命脫離死亡，以仁愛和慈悲為你的冠冕。

5 他用美物使你所願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鷹返老還童。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世人對上帝的讚美，是從個人的經驗開始，

一個獨唱者，用一個優美的詠嘆調，

引導眾人專心注意上帝的恩惠跟慈愛，

要眾人一起來頌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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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過去給我們這樣的恩惠、

現在給我們這樣的恩惠、將來也給我們同樣的恩惠。

詩人感謝上帝給他全人的救贖

上帝拯救個人的作為，是一個完整救贖的過程

‧讚美的呼籲‧個人感恩讚美‧信仰團體頌讚 ‧世人讚美 ‧邀請天使

「一切」

講到人的整體

上帝赦免我一切的罪孽

救我們脫離靈性上面的罪惡

上帝醫治我一切的疾病

醫治我們生理上疾病

上帝救贖我的性命脫離死亡

救拔我們脫離對於死亡的害怕



上帝賜給他完美的成全

上帝不但賜給人完全的救贖，

更以慈愛與憐恤，來充實人的生命，

讓生命可以變得更加的豐富、美好；

生命得到更新，好像老鷹恢復青春活力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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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開啟我的眼睛，讓我看到

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卻沒有辦法做到

我自己所不願意做的我卻去行了

我真是一個痛苦的人。

耶和華啊！

我們的內心裡面有一個空處，

只有你能夠來填滿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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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我開始想到人生是如何？

但是不能夠得到滿足。

直到我進到上帝的面前，認識了祂，認識到上帝 ─

才是我人生裡真正的滿足，我人生就不再空虛。

無論得救、醫治、復興、赦罪，都可以來讚美上帝，

身心靈都可以同樣得著上帝給我們的祝福。

6 耶和華施行公義，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

7 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則，叫以色列人曉得他的作為。

8 耶和華有憐憫，有恩典，不輕易發怒，且有豐盛的慈愛。

9 他不長久責備，也不永遠懷怒。

10 他沒有按我們的罪過待我們，也沒有照我們的罪孽報應我們。

11 天離地何等的高，他的慈愛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

12 東離西有多遠，他叫我們的過犯離我們也有多遠！

13 父親怎樣憐恤他的兒女，耶和華也怎樣憐恤敬畏他的人！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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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對上帝的讚美跟感恩，

引發更多的人來讚美跟感恩。

敬愛上帝的人一同回憶、記念、互相提醒。

‧讚美的呼籲 ‧個人感恩讚美‧信仰團體頌讚‧世人讚美 ‧邀請天使

1. 他們記念上帝的法則跟作為

6 耶和華施行公義，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

7 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則，叫以色列人曉得他的作為。

耶和華讓以色列人曉得，祂恩待人的作為跟法則：

以色列人在受壓迫的時候，

上帝把他們從埃及拯救出來

祂乃是貧窮人的神，

拯救他們脫離一切的 ─

貧窮、困苦、壓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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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他們記念上帝的法則跟作為

當以色列人在曠野造金牛犢，經歷到上帝要滅絕犯罪的人，

更以赦免來拯救他們脫離一切的罪惡。

上帝對惹祂發怒的人非常憤怒，

但當他們悔改認罪的時候，上帝赦免他們一切的罪。

以色列人認識到，

如果上帝究察人的罪孽，誰能在祂面前站立的住呢？在祂面前站立的住呢？

上帝沒有究察我們的罪孽，沒有按照我們的按照我們的過犯過犯來待我們，來待我們，

讓我們心裡更加的獻上感恩。

以色列百姓最低沉的時刻，上帝顯示用恩慈顯示用恩慈來對待百姓。來對待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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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他們記念上帝的法則跟作為

以色列人犯罪、得罪神，

摩西求上帝，上帝才同意與他們同行。

出三四6-7 耶和華在他面前宣告說：

「耶和華，耶和華，是有憐憫有恩典的神，不輕易發怒，

並有豐盛的慈愛和誠實，萬不以有罪的為無罪。」

猶太解經家 ─ 講到上帝十三種恩慈的屬性，

神的赦免救贖，不是根據我們的好行為、我們的需要；

而是神的恩慈本性 ─ 祂豐盛的慈愛遠遠超過祂對罪的怒氣，

這是罪人得赦免的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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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帝賜恩給我們，能明瞭祂對待人的寬廣跟親密

祂的慈愛就是以情相待、以義相助。

神的豐盛的慈愛，超越時間和空間的限制，

像天一般高、海一般深，存到永永遠遠。

13 父親怎樣憐恤他的兒女，

耶和華也怎樣憐恤敬畏他的人！

罪叫神不得不管教祂的兒子

上帝的慈愛又會叫祂的膀臂，

熱烈歡迎回頭的浪子

14 因為他知道我們的本體，思念我們不過是塵土。

15 至於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樣。他發旺如野地的花，

16 經風一吹，便歸無有；它的原處也不再認識它。

17 但耶和華的慈愛歸於敬畏他的人，從亙古到永遠；

他的公義也歸於子子孫孫─

18 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約、記念他的訓詞而遵行的人。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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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特別的地位，成為祭司的國度、聖潔的國民

站在世人的面前，把上帝的祝福帶到世人的當中

站在上帝的面前，代表世人，

把世人的禱告、祈求、認罪帶到上帝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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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世人卑微短暫的人生

求上帝記念我們原來不過是塵土，

人生在世上，真的是非常的短暫。

九十6 他們如生長的草，早晨發芽生長，晚上割下枯乾。

2. 詩人宣教的思想 ─ 榮耀、永恆的盼望

他求上帝賜給世人恩典，能像以色列人都得著上帝的恩惠

不但自己得著的恩惠，讓我們的子孫世代，

也都可以得著上帝給我們的恩典

上帝的慈愛永遠不改變，

自父及子都可以得著上帝給我們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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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耶和華在天上立定寶座；他的權柄統管萬有。

20 聽從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稱頌耶和華！

21 你們作他的諸軍，作他的僕役，行他所喜悅的，都要稱頌耶和華！

22 你們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處，都要稱頌耶和華！

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個人的感恩

信仰的團體

全世界的人

天上的天使天軍

來到最後一個樂章、全詩的最高潮：

思想不再是留在地上，

而是來到天上。

讚美更像巨鷹的翅膀，

帶領我們能夠展翅高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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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天天就是就是上帝的寶座，

上帝上帝用感恩跟頌讚作為寶座。

上帝上帝掌管掌管天、也掌管地，

天天就是就是祂的座位，地就是祂的腳凳。

2. 這是一首宇宙的大合唱

就像貝多芬的第九號交響曲，在管弦樂中加入人聲。

天使屬於靈界，曾參與過上帝創造時候的頌讚，

也在上帝的寶座前，稱頌上帝的榮耀跟聖潔；

耶穌基督誕生的時候，也在天上發出頌讚，說：

「在至高之處榮耀歸給神，在地上平安歸給屬於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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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

個人的感恩

信仰的團體

全世界的人

宇宙大合唱

在宇宙大合唱當中，沒有忘記自我的存在；

每一個個人在上帝面前的頌讚，

都是被上帝個別所記念的。

求主賜給我們每一個人，

都有一個敬拜、感恩、頌讚的心，

一起加入宇宙的大合唱；

讓上帝的頌讚

帶領我們靈性不斷的提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