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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之福

1 万军之耶和华啊，你的居所何等可爱！
2 我羡慕渴想耶和华的院宇；
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
3 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
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菢雏之窝。
4 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
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 他们仍要赞美你
5 靠你有力量、心中想往锡安大道的，这人便为有福！
6 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
他们经过流泪谷 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
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
7 他们行走，力上加力，各人到锡安朝见神。
他们行走 力上加力 各人到锡安朝见神
8 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
雅各的神啊 求你留心听！
雅各的神啊，求你留心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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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第 十 篇
诗篇第八十四篇

敬拜之福

09 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
；
10 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
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棚里。
11 因为耶和华 ─ 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
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
12 万军之耶和华啊，倚靠你的人便为有福！

这篇诗篇属于「锡安诗篇」，
这篇诗篇属于「锡安诗篇」
共有十二节，
很自然地分成三段 每一段四节
很自然地分成三段、每一段四节，
每一段里，都有一节特别讲到「这人便为有福」。

诗篇第 十 篇
诗篇第八十四篇

敬拜之福

「福」是诗篇里
」是诗篇里一个重要的字
个重要的字
诗一2

一重的福
重的福

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诗三十二2 凡心中没有诡诈的、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便为有福。

赦罪之福， 个蒙恩赦罪的人，得着双重祝福
赦罪之福，一个蒙恩赦罪的人，得着双重祝福
04 住在耶和华殿中的，便为有福，因为他要赞美耶和华
05 靠上帝有力量，心中想往锡安大道，
靠上帝有力量 心中想往锡安大道

能够来敬拜上帝的，这就是有福
12 依靠上帝继续过一个有福的生活
依靠上帝继续过 个有福的生活
得着三重祝福 ─ 最有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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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之福

祝福‧渴望神的家 ‧心动转化为行动‧敬拜神得着敬拜的福气
1 万军之耶和华啊，你的居所何等可爱！

一个敬拜神的人，怎么样是一个最有福的人

把人跟上帝的居所连在一起
把人跟上帝的居所连在
起─
 圣殿就是耶和华的居所
 一同信靠上帝的人世世代代的居所
同信靠上帝的人世世代代的居所

1-4 在自己的家里面，

心里想到能够来敬拜耶和华 真是何等有福的事情
心里想到能够来敬拜耶和华，真是何等有福的事情。
5-8 有这样子的渴望，就有这样子的行动，

诗九十1

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

就真正前往圣殿来敬拜耶和华。
一路上，经历到上帝给他三重转化的祝福
三重转化的祝福。
。
9-12 这个人真正来敬拜耶和华了，

经历到上帝垂听他的祷告，改变他的思想、价值观，
也经历到上帝
也经历到
上帝赐给他
赐给他从天上来的祝福。

祝福‧渴望神的家 ‧心动转化为行动‧敬拜神得着敬拜的福气
之所以喜欢上帝的家，乃是因更加喜欢在殿里的上帝
万军之耶和华 ─ 上帝是统管万有的主宰。
上帝坐在基路伯之上，基路伯在约柜之上，
上帝统管万有的地方。
永生的上帝 ─ 上帝不只在自己有生命，
也给凡信靠他的人，都有属灵的生命。
我的神、我的王啊 ─永生神是他自己的王，
应当在上帝面前 献上自己的敬拜和赞美
应当在上帝面前，献上自己的敬拜和赞美。
他对上帝的认识很丰富、对上帝的经历也很深刻
4 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

祝福‧渴望神的家 ‧心动转化为行动‧敬拜神得着敬拜的福气
3在你祭坛那里，

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
麻雀、燕子，其实就是讲他自己
 旧约时候，一个人一年三次到圣殿朝见上帝
旧约时候
个人 年三次到圣殿朝见上帝
 住在圣殿里面的麻雀、燕子，把家筑在圣殿里，
连儿女也是住在上帝的殿中
他盼望自己也能够住在上帝的家里面。
燕子跟麻雀在鸟类中最平凡、最卑微的，
牠们也可以住在上帝的殿中，
上帝展开双臂，说：「欢迎！请进！这就是你的家。」

祝福‧渴望神的家 ‧心动转化为行动‧敬拜神得着敬拜的福气

祝福‧渴望神的家 ‧心动转化为行动 ‧敬拜神得着敬拜的福气

麻雀、燕子，有什么不同？
麻雀
燕子 有什么 同
麻雀是地方性的留鸟，
好像敬拜上帝的
好像敬拜上帝的人，多半有自己敬拜上帝的教会，
多半有自 敬拜上帝的 会
每一次进到上帝面前的时候，都会感觉到，
上帝展开双臂说：「欢迎！请进！这就是你属灵的家。」

第五节开始连续三节，开始前往圣殿，要来敬拜上帝。
第五节开始连续三节
开始前往圣殿 要来敬拜上帝
一路上，他经历到上帝给他灵性上的更新，
使他经历到转化的大能力。
使他经历到转化的大能力

燕子是候鸟，有时住这边、有时到远方去，
好像我们中间有些人因为工作、求学、事奉的缘故，
教
我们到远方一段时间，再回到自己的教会，
还是可以感受到，上帝就在这里。
能像燕子 麻雀 在圣殿里翻飞 穿梭 颂赞上帝
能像燕子、麻雀，在圣殿里翻飞、穿梭、颂赞上帝
4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

5靠你有力量、心中想往锡安大道的，这人便为有福！

我们的信仰是有行动的，渴慕神就带来敬拜上帝的行动。
以色列人要到锡安山来朝见上帝，
色
锡安 来朝 上帝
在锡安山上面有圣殿。
身体往高的地方来行，
代表灵性也从低往高来提升。
诗人想往锡安的大道，
是指向一条向上提升的道路，也是朝圣者的道路。

祝福‧渴望神的家 ‧心动转化为行动 ‧敬拜神得着敬拜的福气

祝福‧渴望神的家 ‧心动转化为行动 ‧敬拜神得着敬拜的福气

大卫在公元前一千年，攻取了锡安山，
做成了以色列的首都，也就是圣城，成为的圣殿所在。
以后以色列人每年三次到圣殿来朝见神，
他们往圣山去，心里发出赞美。

经历「艰难转化为喜乐」的能力

诗人：我们要登耶和华的山，上雅各神的殿。

6他们经过流泪谷，
他们经过流泪谷

叫这谷就变成泉源之地，
必有秋雨之福，
必有秋雨之福
就盖满了全谷。

以色列每年只有两个时期会下雨：
 十月、十一月，下秋雨，就可以播种
 一、二月，叫春雨，可以让那一年有丰收
二月 叫春雨 可以让那 年有丰收
原来以色列人是这样子欢迎雨水的到来。

祝福‧渴望神的家 ‧心动转化为行动 ‧敬拜神得着敬拜的福气

祝福‧渴望神的家 ‧心动转化为行动 ‧敬拜神得着敬拜的福气

经历「艰难转化为喜乐」的能力

经 「 上加
经历「力上加力、软弱变成刚强
软 变成
」的能力
的能

6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就变成泉源之地，
他们经过流泪谷 叫这谷就变成泉源之地

必有秋雨之福，就盖满了全谷。
朝圣的途上，一些地方是很干燥的，那地原本希望得到休息，
朝圣的途上
些地方 很 燥的 那地 本希望得到休息
没想到却没有雨水，他们称那个地方叫做「流泪谷」。
这一次来朝见上帝，那地盖满雨水，秋雨之福盖满全地，
就把「流泪谷」，变成了「泉源之地」。
我们为某些原因，不能来圣殿敬拜上帝，好像在
在流泪谷
流泪谷。
。
上帝要擦干你的眼泪，把眼泪变成秋雨…
上帝要擦干你的眼泪，把眼泪变成秋雨
眼泪变成喜乐，让上帝的恩典充满在你的心中。

祝福‧渴望神的家 ‧心动转化为行动‧敬拜神得着敬拜的福气
9神啊，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

受膏者就是君王。
他来到上帝面前，
先为国家 为君王来祷告
先为国家、为君王来祷告。
我们生活的这个地方、这块土地，
是上帝赏赐给我们的，
我们就要为这块土地，
来祷告来祈求。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
我劝你
第 要为万人恳求 祷告 代求 祝谢；
… 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

提前二1 2
提前二1-2

个人经历分享 ─ 参加聚会
 去的时候心里是疲惫的
聚会以后却充满了力
 聚会以后却充满了力量
倪柝声：上帝给人的恩典，
 给个人 ─ 个人灵修、读圣经、祷告的时候，可以得着
个人灵修 读圣经 祷告的时候 可以得着
 给团体 ─ 跟弟兄姊妹一起敬拜上帝时，才可以得着
上帝在我们来参加敬拜，让我们经历力上加力，软弱变刚强。
敬拜上帝，经历到上帝给他
敬拜上帝
经历到上帝给他 ─ 心动转化成为行动的能力、
心动转化成为行动的能力
流泪变成喜乐的能力、软弱变成刚强的能力。

祝福‧渴望神的家 ‧心动转化为行动‧敬拜神得着敬拜的福气
10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

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棚里。
经历到上帝改变他「人生的价值观」
 以前我们在这世界上，跟一般人一样，
追求名、利、个人的成功、自我的满足
 现在，就可以像保罗一样，作见证说：
「从前我以为对我有益处的，
从前我以为对我有 处的，
我现在都当作是有损的，
因为我单单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
我现在要过一个单单讨神喜悦的生活。」

祝福‧渴望神的家 ‧心动转化为行动‧敬拜神得着敬拜的福气

祝福‧渴望神的家 ‧心动转化为行动‧敬拜神得着敬拜的福气

我们进到上帝 前 经 到他的 惠
我们进到上帝面前，经历到他的恩惠

11耶和华

 经历到上帝是日头，

… 要赐下恩惠和荣耀。

 恩惠是讲到今天
 荣耀更是为了将来
上帝给我们一切的恩典
上帝给我们
切的恩典、祝福
祝福

日头是讲到正面的，
当我们看到太阳的时候，我们的阴影
阴影就到我们的
就到我们的后面，
上帝的恩惠就临到我们中间

今天、将来，都可以得到圆满的把握

 经历到上帝是我们的盾牌，
经历到上帝是我们的盾牌
盾牌是讲到消极面的，
就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 魔鬼撒但来攻击我们
就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魔鬼撒但来攻击我们，
上帝在我们周围，安排了像盾牌一样，给我们保护。
上帝赐给我们有积极的恩惠，也有消极的恩惠。

12

万军之耶和华啊，倚靠你的人便为有福！

求主施恩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
我们来敬拜他，就是为了得到上帝的祝福；
我们得到他的祝福，也就回到自己的家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