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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要稱謝耶和華，
因他本為善，

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 1 Chronicles 16:43, 1 Chronicles 16:41, 2 Chronicles 5:13, 2 
Chronicles 7:3, Ezra 3:11, Psalm 100, Psalm 106:1, Psalm 
107:1, Psalm 118:1, Psalm 118:29, Psalm 136:1, Jeremiah 
33:11 



稱謝耶和華，因他本為善

•「善」：希伯來文－ טֹוב

•定義 1： “good”

•創世記1章「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
神看光是好的。」



稱謝耶和華，因他本位善

•「善」：希伯來文－ טֹוב

•定義 2： “美”的意思

•民數記24:5 「雅各啊，你的帳篷何等華美！
以色列啊，你的帳幕何其華麗！」



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慈愛」：希伯來文： ֶחֶסד

•定義：Loving－kindness

•出34: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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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千萬人存留慈愛，赦免罪孽、過犯和罪惡」



不是人先愛神，乃是神先愛我們

•約翰一書4:10      不是我們愛神，乃是神愛我
們，差他的兒子為我們的罪做了挽回祭，這
就是愛了。



以賽亞書 40：6-31

(啟)6 有人聲說：「你喊叫吧！」有一個說：
「我喊叫什麼呢？」說：「凡有血氣的盡都如
草，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

(應)7 草必枯乾，花必凋殘，因為耶和華的氣
吹在其上；百姓誠然是草！



以賽亞書 40：6-31

• (啟)8 草必枯乾，花必凋殘，唯有我們神的話
必永遠立定。」

• (應)9 報好信息給錫安的啊，你要登高山！報
好信息給耶路撒冷的啊，你要極力揚聲！揚
聲不要懼怕，對猶大的城邑說：「看哪，你
們的神！」



以賽亞書 40：6-31

• (啟)10 主耶和華必像大能者臨到，他的膀臂
必為他掌權。他的賞賜在他那裡，他的報應
在他面前。

• (應)11 他必像牧人牧養自己的羊群，用膀臂
聚集羊羔抱在懷中，慢慢引導那乳養小羊的。



以賽亞書 40：6-31

• (啟)12 誰曾用手心量諸水，用手虎口量蒼天，
用升斗盛大地的塵土，用秤稱山嶺，用天平
平岡陵呢？

• (應)13 誰曾測度耶和華的心，或做他的謀士
指教他呢？



以賽亞書 40：6-31

• (啟)14 他與誰商議，誰教導他？誰將公平的
路指示他，又將知識教訓他，將通達的道指
教他呢？

• (應)15 看哪，萬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又算如
天平上的微塵，他舉起眾海島，好像極微之
物。



以賽亞書 40：6-31

• (啟)16 黎巴嫩的樹林不夠當柴燒，其中的走
獸也不夠做燔祭。

• (應)17 萬民在他面前好像虛無，被他看為不
及虛無，乃為虛空。



以賽亞書 40：6-31

• (啟)18 你們究竟將誰比神，用什麼形象與神
比較呢？

• (應)19 偶像是匠人鑄造，銀匠用金包裹，為
它鑄造銀鏈。



以賽亞書 40：6-31

• (啟)20 窮乏獻不起這樣供物的，就揀選不能
朽壞的樹木，為自己尋找巧匠，立起不能搖
動的偶像。

• (應)21 你們豈不曾知道嗎？你們豈不曾聽見
嗎？從起初豈沒有人告訴你們嗎？自從立地
的根基，你們豈沒有明白嗎？



以賽亞書 40：6-31

• (啟)22 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
像蝗蟲。他鋪張穹蒼如幔子，展開諸天如可
住的帳篷。

• (應)23 他使君王歸於虛無，使地上的審判官
成為虛空。



以賽亞書 40：6-31

• (啟)24 他們是剛才栽上，剛才種上，根也剛才
扎在地裡，他一吹在其上便都枯乾，旋風將他
們吹去，像碎稭一樣。

• (應) 25 那聖者說：「你們將誰比我，叫他與我
相等呢？」



以賽亞書 40：6-31

• (啟)26 你們向上舉目，看誰創造這萬象？按
數目領出，他一一稱其名；因他的權能，又
因他的大能大力，連一個都不缺。

• (應)27 雅各啊，你為何說「我的道路向耶和
華隱藏」？以色列啊，你為何言「我的冤屈
神並不查問」？



以賽亞書 40：6-31

• (啟)28 你豈不曾知道嗎？你豈不曾聽見嗎？
永在的神耶和華，創造地極的主，並不疲乏，
也不困倦，他的智慧無法測度。

• (應)29 疲乏的，他賜能力；軟弱的，他加力
量。

• (啟)30 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強壯的也
必全然跌倒。



以賽亞書 40：6-31

• (全)31 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重新得力。他
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
走卻不疲乏。



你的名何其美
How Majestic is Your Name



耶和華，我們的神哪，
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耶和華，我們的神哪，
你的榮耀彰顯於天，

你的能力遍及全地。

你的名何其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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穹蒼浩瀚無邊寬廣，
星星月亮在你手掌；

世人算甚麼你竟顧念他？
世人算甚麼你竟眷顧他？

你的名何其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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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我們的神哪，
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耶和華，我們的神哪，
你的榮耀彰顯於天，

你的名在全地，喔！何其美。

你的名何其美



You cannot put God in a box because
He is Creator and Lord

•耶和華:

•不是掛在牆上的形象

•不是帶在脖子上的項鍊

•不是我們能去吩咐的

•不是被造之物

•人無法限制神。



•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轟、閃電和密
雲，並且角聲甚大，營中的百姓盡都發顫。
摩西率領百姓出營迎接神，都站在山下。西
奈全山冒煙，因為耶和華在火中降於山上。
山的煙氣上騰，如燒窯一般，遍山大大地震
動。角聲漸漸地高而又高，摩西就說話，神
有聲音答應他。出 19:16-19



•眾百姓見雷轟、閃電、角聲、山上冒煙，就
都發顫，遠遠地站立，對摩西說：「求你和
我們說話，我們必聽；不要神和我們說話，
恐怕我們死亡。」摩西對百姓說：「不要懼
怕，因為神降臨是要試驗你們，叫你們時常
敬畏他，不致犯罪。」於是百姓遠遠地站立，
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出 20:18-21



人原本是遠離神的，得罪神的

•因為他們雖然知道神，卻不當做神榮耀他，也不感謝
他，他們的思念變為虛妄，無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稱
為聰明，反成了愚拙，將不能朽壞之神的榮耀變為偶
像，彷彿必朽壞的人和飛禽、走獸、昆蟲的樣式。所
以，神任憑他們逞著心裡的情慾行汙穢的事，以致彼
此玷辱自己的身體。他們將神的真實變為虛謊，去敬
拜事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稱頌
的，直到永遠！阿們。羅馬書1:21-25 



人與神為敵

•歌羅西書 1:21a

你們從前與神隔絕，因著惡行，心裡與他為敵



詩篇 7:10-17

• (啟)10 神是我的盾牌，他拯救心裡正直的人。

• (應)11 神是公義的審判者，又是天天向惡人發
怒的神。

• (啟)12 若有人不回頭，他的刀必磨快，弓必上
弦，預備妥當了。

• (應)13 他也預備了殺人的器械，他所射的是火
箭。



詩篇 7:10-17

• (啟)14 試看惡人因奸惡而劬勞，所懷的是毒害，所
生的是虛假。

• (應)15 他掘了坑，又挖深了，竟掉在自己所挖的阱
裡。

• (啟)16 他的毒害必臨到他自己的頭上，他的強暴必
落到他自己的腦袋上。

• (合)17 我要照著耶和華的公義稱謝他，歌頌耶和華
至高者的名。



耶穌使人與神和好

•你們從前與神隔絕，因著惡行，心裡與他為敵；
但如今他藉著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們與自己
和好，都成了聖潔，沒有瑕疵，無可責備，把
你們引到自己面前。歌羅西書1:21-22 



以賽亞書 53

• (啟)1我們所傳的有誰信呢？耶和華的膀臂向
誰顯露呢？

• (應)2 他在耶和華面前生長如嫩芽，像根出於
乾地；他無佳形美容，我們看見他的時候，
也無美貌使我們羨慕他。



以賽亞書 53

• (啟)3 他被藐視，被人厭棄，多受痛苦，常經
憂患。他被藐視，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樣，
我們也不尊重他。

• (應)4 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
苦，我們卻以為他受責罰，被神擊打苦待了。
•了。



以賽亞書 53

• (啟)5 哪知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
孽壓傷。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
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 (應)6 我們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
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他身上。
•了。



以賽亞書 53

• (啟)7 他被欺壓，在受苦的時候卻不開口。他
像羊羔被牽到宰殺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
手下無聲，他也是這樣不開口。

• (應)8 因受欺壓和審判，他被奪去，至於他同
世的人，誰想他受鞭打，從活人之地被剪除，
是因我百姓的罪過呢？



以賽亞書 53

• (啟)9 他雖然未行強暴，口中也沒有詭詐，人
還使他與惡人同埋，誰知死的時候與財主同
葬。

• (應)10 耶和華卻定意將他壓傷，使他受痛苦。
耶和華以他為贖罪祭，他必看見後裔，並且
延長年日，耶和華所喜悅的事必在他手中亨
通。



以賽亞書 53

• (啟)11 他必看見自己勞苦的功效，便心滿意
足。有許多人因認識我的義僕得稱為義，並
且他要擔當他們的罪孽。

• (合)12 所以我要使他與位大的同分，與強盛
的均分擄物。因為他將命傾倒，以至於死；
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卻擔當多人的罪，
又為罪犯代求。



寶貴十架
Precious Cross



主耶穌，我感謝祢，

祢的身體，為我而捨。

帶我出黑暗，進入光明國度，

使我再次能看見。

寶貴十架



主耶穌，我感謝祢，

祢的寶血，為我而流。

寶貴十架上，醫治恩典湧流，

使我完全得自由。

寶貴十架



寶貴十架的大能賜我生命，

主耶穌我俯伏敬拜祢。

寶貴十架的救恩，是祢所立的約，

祢的愛永遠不會改變。

寶貴十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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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貴十架的大能賜我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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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貴十架的救恩，是祢所立的約，

祢的愛永遠不會改變。

祢的愛永遠不會改變。

寶貴十架



憂傷痛悔的心，神必不輕看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
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
約翰一書1:9



詩篇 25:6-7,11 

• (啟) 耶和華啊，求你記念你的憐憫和慈愛，
因為這是亙古以來所常有的。

• (應) 求你不要記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過犯; 
耶和華啊，求你因你的恩惠，按你的慈愛記
念我。

• (合) 耶和華啊，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
因為我的罪重大。



詩篇 103:1-12

• (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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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應)2 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
他的一切恩惠。
• (啟)3 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醫治你的一切疾
病。
• (應)4 他救贖你的命脫離死亡，以仁愛和慈悲
為你的冠冕。



詩篇 103:1-12

• (啟)5 他用美物使你所願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
鷹返老還童。

• (應)6 耶和華施行公義，為一切受屈的人申冤。

• (啟)7 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則，叫以色列人曉得
他的作為。

• (應)8 耶和華有憐憫，有恩典，不輕易發怒，且
有豐盛的慈愛。



詩篇 103:1-12

• (啟)9 他不長久責備，也不永遠懷怒。

• (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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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啟)11 天離地何等的高，他的慈愛向敬畏他
的人也是何等的大。

• (合)12 東離西有多遠，他叫我們的過犯離我
們也有多遠。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
詩集：讚美之泉，詩篇103篇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

不可忘記祂的恩惠。

祂赦免你一切過犯罪孽，

醫治你疾病復原。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

不可忘記祂的恩惠。

祂以仁愛慈悲為你冠冕，

為受屈的人伸冤。



天離地有何等的高，

祂的慈愛也何等的深，

東離西有多麼的遠，

祂使我的過犯也離我多遠，



耶和華有憐憫的愛，

且有豐盛無盡的恩典，

從亙古直到永遠，

耶和華祂是我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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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有憐憫的愛，

且有豐盛無盡的恩典，

從亙古直到永遠，

耶和華祂是我的神。



從亙古直到永遠，

耶和華祂是我的神。



詩篇 118

• (啟)1 你們要稱謝耶和華，因他本為善，他的慈
愛永遠長存！

• (應)2 願以色列說：「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 (啟)3 願亞倫的家說：「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 (應)4 願敬畏耶和華的說：「他的慈愛永遠長
存！」



詩篇 118

• (啟)5 我在急難中求告耶和華，他就應允我，把
我安置在寬闊之地。

• (應)6 有耶和華幫助我，我必不懼怕，人能把我
怎麼樣呢？

• (啟)7 在那幫助我的人中，有耶和華幫助我，所
以我要看見那恨我的人遭報。

• (應)8 投靠耶和華，強似倚賴人。



詩篇 118

• (啟)9 投靠耶和華，強似倚賴王子。

• (應)10 萬民圍繞我，我靠耶和華的名必剿滅他
們。

• (啟)11 他們環繞我，圍困我，我靠耶和華的名
必剿滅他們。

• (應)12 他們如同蜂子圍繞我，好像燒荊棘的火
必被熄滅，我靠耶和華的名必剿滅他們。



詩篇 118

• (啟)13 你推我，要叫我跌倒，但耶和華幫助
了我。

• (應)14 耶和華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詩歌，他
也成了我的拯救。

• (啟)15 在義人的帳篷裡，有歡呼拯救的聲音：
「耶和華的右手施展大能！

• (應)16 耶和華的右手高舉，耶和華的右手施
展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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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17 我必不致死，仍要存活，並要傳揚耶和
華的作為。

• (應)18 耶和華雖嚴嚴地懲治我，卻未曾將我交
於死亡。

• (啟)19 給我敞開義門，我要進去稱謝耶和華。

• (應)20 這是耶和華的門，義人要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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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21 我要稱謝你，因為你已經應允我，又成
了我的拯救。

• (應)22 匠人所棄的石頭，已成了房角的頭塊石
頭。

• (啟)23 這是耶和華所做的，在我們眼中看為希
奇。

• (應)24 這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我們在其中要
高興歡喜。



詩篇 118

• (啟)25 耶和華啊，求你拯救！耶和華啊，求
你使我們亨通！

• (應)26 奉耶和華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我們
從耶和華的殿中為你們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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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27 耶和華是神，他光照了我們。理當用
繩索把祭牲拴住，牽到壇角那裡。

• (應)28 你是我的神，我要稱謝你；你是我的
神，我要尊崇你。

• (合)29 你們要稱謝耶和華，因他本為善，他
的慈愛永遠長存！



(合) 你們要稱謝耶和華，

因他本為善，

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