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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第五十一篇 悔罪诗悔罪诗
个人哀歌，包括几方面：

诗篇第五十 篇 悔罪诗悔罪诗
个人哀歌，包括几方面：

对上帝的呼求、过去神的拯救、现今的痛苦

更讲到对上帝的恳求；更讲到对上帝的恳求；

恳求当中，也有对上帝确认、坚定，

然后对上帝的许愿跟赞美然后对上帝的许愿跟赞美

悔罪诗：特别讲到痛苦的来源，

主要因为自己的罪，还有上帝的刑罚
他特别向上帝呼求，求神赦免他的罪

诗篇第五十一篇 悔罪诗悔罪诗
题言 (小标题)：

诗篇第五十 篇 悔罪诗悔罪诗

大卫与拔示巴同室以后，
先知拿单来见他；先知拿单来见他；

他作这诗，交与伶长。

背景：撒母耳记下第十一~十二章

大卫跟拔示巴犯罪，

不但是淫人之妻，而且害人之命，

让上帝的名受到很大的羞辱。

大卫跟拔示巴所生的小孩出生之后，

先知拿单来见他。

诗篇第五十一篇 悔罪诗悔罪诗
罪在人身上是很可怕的 产生巨大矛盾的现象

诗篇第五十 篇 悔罪诗悔罪诗
罪在人身上是很可怕的，产生巨大矛盾的现象
让罪人心灵十分的软弱，

任由各种的罪来折磨他 没有力量来反抗任由各种的罪来折磨他，没有力量来反抗

让人非常的坚强，对上帝极其的顽强，

总是硬着颈项不肯来认罪悔改

大卫犯罪经过至少一整年的时间，不向上帝认罪悔改；

总是硬着颈项不肯来认罪悔改

圣灵

大卫犯罪经过至少 整年的时间，不向上帝认罪悔改；

直到受了拿单的劝诫，才肯回头。

圣灵在我们内心提醒我们，叫我们不要犯罪；

若是有罪要尽早回头，免得一直深陷在罪恶里。



诗篇第五十一篇 悔罪诗悔罪诗
题言： 他作这诗 交与伶长

诗篇第五十 篇 悔罪诗悔罪诗
题言：

伶长 ─ 音乐的负责人，

他作这诗，交与伶长。

可以作曲、领导众人来唱诗歌。

这一首诗不是记载大卫的丰功伟业，

反而是记载他人生里面最大的污点。

这首诗歌，不但是大卫自己的经历，

能被公众来颂赞 来吟唱能被公众来颂赞、来吟唱，

是我们每一个人共同的一个经验。

诗篇第五十一篇 悔罪诗悔罪诗
分成几个段落：

诗篇第五十 篇 悔罪诗悔罪诗
分成几个段落：

01-05个人的认罪；

06-09求神赐恩给他，能够恢复跟神的关系，

能够重新的成圣；；

10-13内心的更新，能够重得救恩之乐；

变成众人的经14-19变成众人的经历，

全民都要来敬拜、祷告，

一同得着救恩之乐。

‧认罪求告 ‧生活的恢复‧见证的恢复‧其他悔罪诗

1 神啊 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1 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

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

2 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 并洁除我的罪！2 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洁除我的罪！

3 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

4 我向你犯罪，惟独得罪了你；4 我向你犯罪，惟独得罪了你；

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

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判断我的时候显 清正。

5 我是在罪孽里生的，

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

6 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

你在我隐密处，必使我得智慧。

‧认罪求告 ‧生活的恢复‧见证的恢复‧其他悔罪诗

1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
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

2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洁除我的罪！

大卫凭什么来求上帝赦免他的罪呢？大卫凭什么来求上帝赦免他的罪呢？
不是自己的义，更不是自己的功德

乃是凭着上帝的慈爱来恳求神乃是凭着上帝的慈爱来恳求神

以色列人犯了大罪，上帝要来灭绝他们，因为摩西的恳求，
上帝赦免以色列人的罪。宣告他的圣名说：

出34 6 7 耶和华 耶和华 他是有恩典 有怜悯的神出34:6-7 耶和华、耶和华，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
他守约、施慈爱，向敬畏他的人就施恩，直到千代。



‧认罪求告 ‧生活的恢复‧见证的恢复‧其他悔罪诗

有关罪的三个字 ─罪的不同方面

涂抹我的过犯 t i1 涂抹我的过犯 transgression
故意来悖逆、反抗、破坏上帝的规定定

2 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 iniquity
内心的诡诈、行事的弯曲、行为的败坏，的败坏，

洁除我的罪 i

内 诈、行事 弯 、行为 坏，坏，

人行事歪歪斜斜

2 洁除我的罪 sin
车行出轨，或是箭不中的，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

可以单独的使用，也可以连在一起，讲到罪的每一个方面

‧认罪求告 ‧生活的恢复‧见证的恢复‧其他悔罪诗

大卫认罪，是讲到犯罪的每一个方面，被上帝鉴察。
他向上帝有三个恳求：他向 有

求上帝涂抹
这些罪在上帝面前，被记载在册子册子上面上面；；

求上帝洗净求上帝洗净
罪就像污秽一样，来沾染了我们的衣服；

求上帝洁除求上帝洁除
罪像致命的疾病，在本质要除干净，

不但外表洗净衣袍，更是要内心完全的洁净更新。

‧认罪求告 ‧生活的恢复‧见证的恢复‧其他悔罪诗

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
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

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洁除我的罪！
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 过犯； 罪

我们很多时候会把罪咎归给环境、归给别人别人，，
这是 个容易的路 可以取得 时的平安时的平安这是一个容易的路，可以取得一时的平安一时的平安；；

但是只有我们认真的来面对自己的罪，

虽是痛苦 不容易的虽是痛苦、不容易的，

却是唯一最有效的方法；

只有当我们最痛苦的时候，是我们离上帝最接近的时候。

‧认罪求告 ‧生活的恢复‧见证的恢复‧其他悔罪诗

大卫求上帝除去他的罪，
罪一日不除，他的内心就一日不得安宁，

3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

他就不能够来亲近他所爱的上帝。

3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

罪是得罪神，是要受到上帝对付的。

5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

从他怀胎、出生、一直到现在，每一天都在罪里面；
整个人一直是在罪、在得罪上帝的状态里面，

需要上帝来赦免，而且把他根本的罪完全加以解决。



‧认罪求告 ‧生活的恢复‧见证的恢复‧其他悔罪诗

4我向你犯罪 惟独得罪了你

罪是冒犯真神
4我向你犯罪，惟独得罪了你。

神是万有的创造者，人犯罪就是得罪了神的形象得罪了神的形象

谦卑的来接受上帝的宣判

律法是上帝所设立，人犯罪就是把上帝的上帝的律法律法给破坏掉给破坏掉

在你眼前行了这恶 谦卑的来接受上帝的宣判在你眼前行了这恶

上帝的审判就是要刑罚他，如果不刑罚罪，

就是他不行公义，上帝公义的性情就被破坏了。

当你来刑罚我就显为清正 就显出上帝的公义来当你来刑罚我就显为清正，就显出上帝的公义来。

当大卫认罪的时候，他还是以上帝的荣耀为念。

‧认罪求告‧生活的恢复 ‧见证的恢复‧其他悔罪诗

07 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 我就干净；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07 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

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

08 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08 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

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

09 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09 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 切的罪孽。

10 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11 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

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12 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

‧认罪求告‧生活的恢复 ‧见证的恢复‧其他悔罪诗

7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
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

利十四 长大麻疯病的人，唯一方法就是上帝亲自医治亲自医治。

洁净以后就到祭司那边去 祭司帮助他们献祭献祭洁净以后就到祭司那边去，祭司帮助他们献祭献祭；

用牛膝草沾着血，洒在身上，让他们得着洁净得着洁净。

赶逐离 这个世 离 上帝的否则就要被赶逐离开这个世界、离开上帝的面。

大卫恳求上帝 不要掩面不看他大卫恳求上帝，不要掩面不看他，

掩面不看他的罪恶，把他的罪完全的除掉。

罪像是无形的杀手 昼夜控告着人的良心；罪像是无形的杀手，昼夜控告着人的良心；

上帝除去他一切的罪，他就能够在上帝面前坦然无惧坦然无惧。。

‧认罪求告‧生活的恢复 ‧见证的恢复‧其他悔罪诗

8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

一个人犯错 就好像被父亲赶逐出去的浪子一个人犯错，就好像被父亲赶逐出去的浪子，

他认错悔改，重新归向神，

就好像浪子回头 父亲重新来拥抱他就好像浪子回头，父亲重新来拥抱他，

把荣耀、尊贵，重新的加给他。

10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不要像对待扫罗王一样，

因为犯罪得罪神 也不肯真正的悔改因为犯罪得罪神，也不肯真正的悔改，

上帝原本降在他身上的灵就离开了。



‧认罪求告‧生活的恢复 ‧见证的恢复‧其他悔罪诗

灵是人里面最深的地方，

是人里面能够来跟上帝亲近 跟上帝的灵相通的地方是人里面能够来跟上帝亲近、跟上帝的灵相通的地方

上帝造人，让人跟所有动物不一样，
有动物性 性 更有灵性人有动物性、理性，更有灵性。

灵像是上帝在人心里面

所设定的一个藩篱，

保护人，免得人被罪恶仇敌攻击。

10 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保护 ，免得 罪 。

12 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

‧认罪求告‧生活的恢复 ‧见证的恢复‧其他悔罪诗

造一个清洁的心 ─ 创「造」

1 「创造」在圣经里面 是单单用在上帝的身上1. 「创造」在圣经里面，是单单用在上帝的身上。

大卫恳求上帝：我犯罪了，就是得罪了你，

把上帝在我身上的创造就给破坏了；把上帝在我身上的创造就给破坏了；

恳求上帝再一次恢复上帝创造的功能。

林后五17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新的创造

2. 求上帝用创造天地的大能力，重新的创造
人在上帝面前的 个经历人在上帝面前的一个经历 ─

在主的里面变成一个新的创造。

‧认罪求告 ‧生活的恢复‧见证的恢复 ‧其他悔罪诗

13 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 罪人必归顺你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13 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

14 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

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

15 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

16 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

燔祭，你也不喜悦。

17 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

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

18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

19 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牲的燔祭；

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

‧认罪求告 ‧生活的恢复‧见证的恢复 ‧其他悔罪诗

大卫想到：
「我犯罪不只是我个人的问题，更是影响到整个国家；

许多人因为我的犯罪，受到很大的亏损。

现在我认罪悔改，整个国家都可以

16 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

重新在上帝面前被上帝来悦纳。」

6 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
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

17 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
神啊 忧伤痛悔的心 你必不轻看

安息的恢复安息的恢复
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

18 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
19 那时 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牲的燔祭； 影响的恢复影响的恢复19 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牲的燔祭；

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
影响的恢复影响的恢复



诗篇第五十一篇 悔罪诗悔罪诗悔罪诗悔罪诗
大卫的悔罪有悲哀、后悔，没有消极、悲观的情绪，

反而在伤心的最深处，感觉到上帝奇妙的真理来光照他。

在悔罪的当中，晓得上帝看中他痛悔的心，

一个破碎的心被上帝重新的恢复起来。

更了解人犯罪 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更了解人犯罪，不是靠自己的力量，

而是单单靠上帝的救恩，才能够完全上帝的拯救拯救。。

上帝的救恩 和上帝的公义 是 体的两面上帝的救恩、和上帝的公义，是一体的两面；

正面讲到上帝的拯救，反面讲到上帝的公义，

救救恩就是把罪人找回来，

让他可以重新回到上帝所设立公义的标准里面。

‧认罪求告 ‧生活的恢复‧见证的恢复‧其他悔罪诗

诗篇 第六、三十八、三十二、一百三十篇等，都是悔罪的诗篇悔罪的诗篇

诗篇三十二篇 好像是五十一篇的姊妹篇诗篇三十二篇，好像是五十 篇的姊妹篇，
也讲到罪恶的可怕、得着上帝赦罪的可爱。

1 得赦免其过 遮盖其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1 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

2 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这人是有福的！

3 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唉哼而骨头枯干。

4 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 沉重；

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

‧认罪求告 ‧生活的恢复‧见证的恢复‧其他悔罪诗

5 我向你陈明我的罪 不隐瞒我的恶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5 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

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

6 为此 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6 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

大水泛溢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

7 你是我藏身之处；7 你是我藏身之处；

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

8 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戒你。身上劝戒你。；

9 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嚼环辔头勒住牠；

不然，就不能驯服。

10 恶人必多受苦楚；惟独倚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

11 你们义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

‧认罪求告 ‧生活的恢复‧见证的恢复‧其他悔罪诗

1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罪恶得着赦免的人

2凡心里没有诡诈、
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 是得着「双重福」的人

我闭 不认罪的时候

这人是有福的！

3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
因终日唉哼而骨头枯干。

4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

人犯罪被罪压伤的景况；人犯罪被罪压伤的景况；

刑罚的手让人抬不起头来，只能够唉哼。



‧认罪求告 ‧生活的恢复‧见证的恢复‧其他悔罪诗

4我的精液耗尽 如同夏天的干旱

一个人向上帝来认罪悔改，整个的人就完全的不同。

4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

一个被罪所困的人就是如此。

5 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
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

你就赦免我的罪恶。

人内心里才有这样的意念人内心里才有这样的意念，

但就已经看到，在上帝那边预备好了救恩。

在那里有认罪，在那里就有上帝所设立的赎罪祭。

悔罪诗悔罪诗
我们的罪，当我们知道了，

悔罪诗悔罪诗

就在上帝面前来认罪悔改，

上帝赦罪的恩也就在我们身上来成就，

让我们可以重得救恩之乐
让上帝创造的大能力，

可以重新的来成就

让我们都变成一个新造新造的人的人

求主的恩典临到我们每一个人，，
让犯罪的人在上帝面前，都可以重得救恩之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