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腳前的燈，路上的光
詩篇119:105-112



希伯來文共有22個字母，讀音次序由右至左



Psalms 34
詩篇卅四篇



詩篇119：1-8 （א字母為開頭八節）



詩篇119:105-112 （נ字母為開頭八節）

י105 ִ֥ י׃ֵנר־ְלַרְגל  ִֽ יָבת  ְנת  ֗אֹור ל  ָך ְוְ֝ ֶ֑ ְדָבר 

ָך׃106 ִֽ ְדק  י צ  ְשְפֵטִ֥ ר מ  ְשמ ֗ י ָוֲאַקֵיֶָ֑מה ל ְ֝ ְעת  ְשַבִ֥ נ 

י 107 דַנֲעֵנִ֥ית  ה ַעד־ְמא ֶ֑ הָו֗ יְיְ֝ ָך׃ַחֵיִ֥נ  ִֽ ְדָבר  כ 

י 108 ְד֣בֹות פ ִּ֭ י׃ְרֵצה־ָנ֣אנ  נ  יָך ַלְמֵדִֽ ִ֥ ְשָפט  מ  ְיהָוֶ֑ה וִֽ

י׃109 ְחת  א ָשָכִֽ ֹוָרְתָ֗ך ל ֣ תִֽ יד ְוְ֝ ֶ֑ י ָתמ  ֣ י ְבַכפ  ֣ ַנְפש 

י׃110 ית  ִֽ א ָתע  יָך ל ֣ ּקוד ֗ פ  מ  י וְ֝ ֶ֑ ח ל  ים ַפ֣ ֣ ָנְת֬נו ְרָשע 

י 111 ְלת  יָךָנַח֣ ֣ ת  ם ֵעְדו  ֹון ְלוֹוָלֶ֑ י־ְששׂ֖ ִֽ ָמה׃כ  י ֵהִֽ ֣ ב  ל 

ֹות 112 י ַלֲעשִ֥ ב  י ל ִּ֭ ית  ֣ יָךָנט  ב׃ֻחּק ֗ ק  ם ֵעִֽ  ְלוֹוָלִ֥



詩篇119:105-112

我的腳

我的口

我的手

我的心

105.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

106.你公義的典章，我曾起誓遵守，我必按誓而行。

107.我甚是受苦，耶和華啊，求你照你的話將我救活。

108.耶和華啊，求你悅納我口中的讚美為供物，又將你的典章教訓我。

109.我的性命常在危險之中，我卻不忘記你的律法。

110.惡人為我設下網羅，我卻沒有偏離你的訓詞。

111.我以你的法度為永遠的產業，因這是我心中所喜愛的。

112.我的心專向你的律例，永遠遵行，一直到底。



我的腳
105.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

是我路上的光。

106.你公義的典章，
我曾起誓遵守，
我必按誓而行。



我的口
107.我甚是受苦，耶和華啊，

求你照你的話將我救活。

108.耶和華啊，
求你悅納我口中的讚美為供物，
又將你的典章教訓我。



–歷代志 20:15,17

“耶和華對你們如此說：不要因這大軍恐懼驚惶，因為勝敗不在
乎你們，乃在乎神。…

猶大和耶路撒冷人哪，這次你們不要爭戰，要擺陣站著，看耶
和華為你們施行拯救。不要恐懼，也不要驚惶，明日當出去迎

敵，因為耶和華與你們同在。” 



–歷代志 20:21

“約沙法既與民商議了，就設立歌唱的人頌讚耶和華，使他們穿
上聖潔的禮服，走在軍前讚美耶和華，說：「當稱謝耶和華，

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歷代志 20:22

“眾人方唱歌讚美的時候，耶和華就派伏兵擊殺那來攻擊猶大人
的亞捫人、摩押人和西珥山人，他們就被打敗了。” 



–希伯來書 13:15-16

“我們應當靠著耶穌，常常以頌讚為祭獻給神，這就是那承認主
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只是不可忘記行善和捐輸的事，因為這樣

的祭是神所喜悅的。” 



我的手
109.我的性命常在危險之中，

我卻不忘記你的律法。

110.惡人為我設下網羅，
我卻沒有偏離你的訓詞。



–士師記 12:3

“耶弗他對他們說：「我和我的民與亞捫人大大爭戰，我招你們
來，你們竟沒有來救我脫離他們的手。我見你們不來救我，我
就拼命前去攻擊亞捫人，耶和華將他們交在我手中。你們今日

為什麼上我這裡來攻打我呢？」” 



I took my life in my hands and crossed over to fight the 

Ammonites；(NIV)

“耶弗他對他們說：「我和我的民與亞捫人大大爭戰，我招你們

來，你們竟沒有來救我脫離他們的手。我見你們不來救我，我
就拼命前去攻擊亞捫人，耶和華將他們交在我手中。你們今日

為什麼上我這裡來攻打我呢？」” 



–撒母耳記上 28:21

“婦人到掃羅面前，見他極其驚恐，對他說：「婢女聽從你的話，
不顧惜自己的性命，遵從你所吩咐的。 現在求你聽婢女的話，容

我在你面前擺上一點食物，你吃了，可以有氣力行路。」” 



I took my life in my hands and did what you told me to do. 

(NIV)

“婦人到掃羅面前，見他極其驚恐，對他說：「婢女聽從你的話，

不顧惜自己的性命，遵從你所吩咐的。現在求你聽婢女的話
，容我在你面前擺上一點食物，你吃了，可以有氣力行路。」” 



Though I constantly take my life in my hands, I will not forget your law. 

(NIV)

“我的性命常在危險之中，我卻不忘記你的律法。” 



–路加福音 9:57-58

“他們走路的時候，有一人對耶穌說：「你無論往哪裡去，我要
跟從你。」耶穌說：「狐狸有洞，天空的飛鳥有窩，只是人子

沒有枕頭的地方。」” 



–哥林多後書 11:13-14

“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詭詐，裝作基督使徒的模樣。這也不足
為怪，因為連撒旦也裝作光明的天使。” 



我的心
111.我以你的法度為永遠的產業，

因這是我心中所喜愛的。

112.我的心專向你的律例，
永遠遵行，一直到底。



–馬太福音 6:19-21

“不要為自己積攢財寶在地上，地上有蟲子咬，能鏽壞，也有賊挖
窟窿來偷。只要積攢財寶在天上，天上沒有蟲子咬，不能鏽壞，
也沒有賊挖窟窿來偷。因為你的財寶在哪裡，你的心也在哪裡。” 



–詩篇 119:11

“我將你的話藏在心裡，免得我得罪你。” 



–歷代志下 12:1

“羅波安的國堅立，他強盛的時候就離棄耶和華的律法，以色列
人也都隨從他。” 



–歷代志下 12:14

“羅波安行惡，因他不立定心意尋求耶和華。” 



–歷代志下25:2

“亞瑪謝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只是心不專誠。” 



–雅各書 1:6-8

“只要憑著信心求，一點不疑惑；因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
浪，被風吹動翻騰。這樣的人不要想從主那裡得什麼，心懷二

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沒有定見。” 



–歷代志下 16:7-9

“那時，先見哈拿尼來見猶大王亞撒，對他說：「因你仰賴亞蘭
王，沒有仰賴耶和華你的神，所以亞蘭王的軍兵脫離了你的手
。古實人、路比人的軍隊不是甚大嗎？戰車馬兵不是極多嗎？
只因你仰賴耶和華，他便將他們交在你手裡。耶和華的眼目遍
察全地，要顯大能幫助向他心存誠實的人。你這事行得愚昧，

此後你必有爭戰的事。」 ” 



–歷代志下 16:10

“亞撒因此惱恨先見，將他囚在監裡。那時，亞撒也虐待一些人民。 ” 



–腓立比書 3:13-14

“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
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從

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 ” 



工人的委身

以腳行動的委身

以口讚美的委身

以手拼命的委身



–路加福音 9:23

“耶穌又對眾人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
來跟從我。」 ” 



工人的委身

以腳行動的委身

以口讚美的委身

以手拼命的委身

以心堅定的委身



–詩篇 119:175-176

“願我的性命存活，得以讚美你，願你的典章幫助我。
我如亡羊走迷了路，求你尋找僕人，因我不忘記你的命令。 ” 



–提摩太後書 2:15

“你當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悅，做無愧的工人，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 



–約翰福音 14:21

“（主耶穌說）「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這人就是愛我的。愛我的
必蒙我父愛他，我也要愛他，並且要向他顯現。」 ” 



–約翰福音 14:27

“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的不像世人所
賜的，你們心裡不要憂愁，也不要膽怯。 ” 



如何成為一個基督徒

Admit 認罪：

以謙卑的心，向神承認自己是一個罪人。

Believe 相信：

以信心接受耶穌為主，相信他因救贖你而
被釘死在十字架上。

Confess 宣告：

決志信主，公開表明自己與基督的關係。

•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羅
3:23）

• 就是神的義，因信耶穌基督加給一切相信
的人，並沒有分別（羅 3:22）

• 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神叫他從死
裡復活，就必得救。因為人心裡相信，就
可以稱義；口裡承認，就可以得救。（羅
10:9-10）



決志之後

❖ 接受浸禮，歸入基督的名下

❖ 將主日分別為聖，敬拜神

❖ 研讀聖經，使靈命得著餵養

❖ 過團契生活，彼此相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