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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1/2021 主日信息：蒙福的人生 - 李紹信弟兄】 

經文：詩篇第一篇 

 

弟兄姐妹早安。今天我藉著詩篇第一篇、以『蒙福的人生』為講題，與弟兄姐妹彼此勉勵！ 

前言 

弟兄姐妹，我想我們都會認為、世上的人大致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蒙福的人；另一類是遭禍的

人，除此以外，似乎好像沒有第三種的可能。唯一的可能，就是有時蒙福、有時遭禍！因此，我

們聖徒應當常常思想，在兩者之间，我到底是屬於那一類人呢？但是我們相信我們都願意成為

『蒙福的人』。所以我們就應該瞭解、人生禍福有那些決定性的因素？是命運？是家世？是天

賦？是環境？或者是我們的本事？等等等等...... 今天就讓我們從詩篇第一篇，從神的眼光來看

誰是蒙福的人；誰又是遭禍、有禍的人；和决定禍福的因素； 

經文     

1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褻慢人的座位；2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

人便為有福。3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按時候結果子，葉子也不枯乾。凡他所做的盡都順

利。4惡人並不是這樣!乃像糠秕被風吹散。5因此，當審判的時候惡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義人

的會中也是如此。6因為耶和華知道義人的道路，惡人的道路卻必滅亡。 

 

弟兄姐妹，從這六節的經文，我們可以很清楚的分為三部分來分享： 

  

一. 蒙福的人(1-3) 

从第一到三節，解釋誰是『蒙福的人』，這是我們的嚮往！             

  

二. 遭禍的人(4-5) 

第四到五節說出誰是『遭禍的人』，這成為我們的警惕！ 

  

三. 禍福之因(6)  

第六節清楚告訴我們『禍福的緣由』，非常值得我們關注！ 

 

一.  蒙福的人(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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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褻慢人的座位；2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

人便為有福。3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按時候結果子，葉子也不枯乾。凡他所做的盡都順

利。 

   

我們從第一節到第三節，來認識『蒙福的人』；弟兄姐妹，什麼人才能蒙福？世上的人可以提出

千奇百怪、各種不同的答案，然而什麼是神的答案？  第一節到第三節告訴我們，神眼中的蒙福

之人—他有蒙神喜悅的人生態度。 

 

首先第一、二節、讓我們從兩方面；消極面跟積極面，来明白蒙福的人他的『為人處世』； 

 

一） 他的為人處世 

1.  消極方面： 

蒙福的人在『消極方面』；他嚴肅地拒絕罪惡、也對付心中的罪念。在第一節有三種人的形容：

『惡人、罪人、褻慢人』，當我們看見這三種人的时候，馬上讓任何一位願意『蒙福的人』清楚

知道『罪惡與福气』是絕不可能並存；因為罪惡也是『福份的破壞者』，罪恶更是『痛苦的製造

者』。在第一節很清楚的告訴我們，蒙福之人、他為人處世有三不政策：『不從惡人的計謀，不

站罪人的道路，不坐褻慢人的座位』。這裏一連出現三個『不』字，正是表明蒙福之人，他拒絕

罪惡的態度是非常堅定，也是非常持久的。 

 

弟兄姐妹，我們要了解，我们多數的人都很容易對某些罪說一次、兩次『不』，但是未必能夠經

常、隨時的都說『不』！因此、最後我们常常被罪惡所纏累，陷入在痛苦之中。 那麼，罪惡為什

麼很容易讓我們陷在罪惡的纏累之中呢？聖經(弗二 1~2)明白地告訴我們：『你們死在過犯罪惡

之中..那時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隨從今世的風俗，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也就是在今世在悖逆

之子心中運行的邪靈...』。 這句話告訴了我們：我們彷彿無可奈何，如同已經死了、沒有性命

的大魚、小魚漂流、浮沉在罪惡和污穢的河水當中。 

 

那麼，抗拒罪惡的力量從何而來？我相信，應該不會是從個人的修養得來，也不能依靠天賦的本

能。  因此，抗拒罪惡的力量必須要從一個新生命而來，而且要依靠神的靈和神的道。聖經(約壹

三 9)說的好：『凡從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為神的道存在他心裏』。所以這里我們看見『不..

不..不..』這三「不」，乃是我們聖徒新生命對罪惡的一個自然反應，使我們能夠對付罪惡能有

堅定地、持久地拒絕的態度。這也表明我們真正一個真正『重生』得救的聖徒，已經具備了蒙福

的基本條件。第一節更讓我們看見，我們真的從『計謀』..走上『道路』..然後『坐上位子』。

這一步一步的次序，表明罪惡如同可怕的野火，它會繼續不斷的延燒下去，也擴展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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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姐妹，我們人犯罪之後，便會一犯再犯，並且越犯越嚴重。从心中的一些『想法』、或者說

『計謀』，發展成為實際的『行動』，從行動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再由實際行動，演變為

一套『自欺、自以為是』的觀念，於是在我們的心中『定了調—可以犯罪』，這種觀念就安坐在

我們的『寶座』上。所以我們常常從惡人而成为罪人，再由罪人淪為無可救藥的褻慢人。這就是

所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所以我們『要保守你的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

心發出』(箴四 23)。 

 

在這裡，我們可以有一些的反思；在這個充滿罪惡的世界的裏邊，我們隨時隨地都在『罪人、惡

人和褻慢人』的包圍之中，所以我們的一生都是在與罪惡爭戰，我們似乎要『打那美好的杖』！

但是大家仔細的想一想，最頑強、最與我們形影不離的『惡人、罪人、褻慢人』是谁？不是外在

的，乃是我們的『老我』。所以保羅曾經說過：我們如懇像他一樣『攻克己身，叫身服我』，那

麼勝過外面的罪惡，就變得輕而易舉了。 

 

2. 積極方面—喜愛神的話、耶和華的律法 

第二節說出：蒙福的人在『積極方面』他喜愛神的話；也就是：『蒙福的人』不但有所恨惡，更

有所愛慕。他所愛慕的跟一般世人不一樣，因為他『喜愛耶和華的律法』。他深深知道神是一切

福樂的源頭，也是我們勝過罪惡的力量、也是我們每天生活的引導。因此，他喜愛神的話，也喜

愛神對自己說話，就『像纔生的嬰孩愛慕奶一樣』(彼前二 2)。 

 

弟兄姐妹，在这里我們必須有一點警惕，也應該有一些認識，有一件事情我們必須瞭解，有些人

努力鑽研聖經，甚至非常熟悉神的話，好像作學問一樣，但是他未必是一個『喜愛神話語』的

人。正如：一位非常殷勤、非常幹練的商人，不一定是一個『喜愛』作生意的人一樣、只是為了

謀生而已。當時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每一個都是精通神的話語，對神的話語都下了一番苦功，但

是他們卻不按照聖經的教訓行事為人。所以我們對此必須對有所警惕，免得我們不討神的喜悅；

自己也未必能夠受益。真正喜愛神話語的人，重視神的話語如同珍寶，是將神的話當作『食

物』，這食物是我們內在生命的靈糧，也是心中喜樂的泉源。正如耶利米讚美神說：『耶和華萬

軍之神啊，我得著祢的言語，就當食物吃了。祢的言語，是我心中的歡喜快樂...』(耶十五

16)。我相信各位喜愛神的話的弟兄姐妹，都會有同樣的經歷。 

    

喜愛神話語的人，必然會『晝夜思想』神的話；若是我們『晝夜思想』神話語，也一定會更加喜

愛神的話，因為他越來越明白神話語的奧秘，更常常實際經歷了神話語的大能。所謂『晝夜思

想』，不僅僅是指白天和夜晚都常常思想，更是指我們在我們人生的旅程中、每一個境遇當中，

都思想、都思念、都尊行神的話。也就是說，當我們生活在『輝煌騰達』的日子，決不能拋棄神

的話！當我們落在『凄涼孤單』的時侯，也不敢忘記神的話！那麼我們才不會在蒙福的時候，不

會『得意忘形、跌倒、墮落』；更不會在我們痛苦憂傷的時候『灰心、喪志、離群索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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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他的形象特點 

讓我們進一步地來暸解『蒙福的人』、他們的特徵和他們的形象；我想我們都瞭解，人人在世都

求福，基督徒也不例外。但是這是一個人言人殊、各說各話的議題。 

中國人的觀念乃是『福、祿、壽、喜、財』，所謂『五福臨門』。但詩篇第一篇第三節、卻用一

棵樹來闡明『福的真正意義』。這棵樹形容有五種真正的福氣，或是說，蒙福之人的五個特點：

第 3節告訴我們：「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按時候結果子，葉子也不枯乾。凡他所做的盡都

順利。」所以第三節告訴我們、有五種福氣的形容：『栽』種的樹、在『溪水』旁 、『按時結果

子』、『葉子不枯乾』、『所做都順利』。讓我們一起來明白這五種福氣、蒙福之人的『五個特

徵』。 

 

1. 『栽』種的樹：栽在溪水旁； 

『蒙福的人』第一個特徵是『栽』種的樹；『栽』表明不是野生的！乃是有主人的；是主人因為

喜愛、而精心挑選出來、細心種植的！主人更是每天照料和培養它超大。它的珍貴、它的美麗、

自然會與那野生的『沙漠仙人掌』大不相同。請問，我們基督徒最大的福樂氣是什麼？不是別

的，乃是清清楚楚知道我們是有主人的；神是我們的天父、神是我們的主，神是一切福樂的源

頭，我們有了祂，就有了一切。難怪保羅一想到神的恩典時候，他就在以弗所書第一章，就感

謝、頌讚我们的神：『神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裏揀選了我們』，我們成為神的兒女！ 

 

說到這裡，無主的人，也就是『沒有主人的人—無主之人』，好像孤兒一般，一生常常會落在

『徬徨、無助、孤單、空虛』的痛苦當中。但是他們一旦蒙恩得救，有了主耶穌以後，可能他們

的境遇沒有改變，自己的軟弱依然如舊，但是他們的內心卻能有極大的安全感，正如有父母在一

旁的孩童一般，非常有安全感！說到這裡，弟兄姐妹，我們現在可以反省，我們生命的主宰是

誰？我們每天生活的主人是誰？我們聖徒是不是每一天都『依靠我們的主』？我們的主耶穌基

督？這是決定我們一生的禍與福！ 

 

2. 『溪水旁』 

『蒙福的人』第二個特徵是在『溪水旁』； 

主人將這顆樹栽於『佳美之處』，溪水之旁。因此這顆樹它生命的需要不虞匱乏，永遠豐富有

餘。對我們『蒙福之人』而言，『溪水旁』—就是連於基督！住在基督裏！ 

 

弟兄姐妹，聖經中有句話經常出現：『在基督裏、住在基督裏』；常常被我們忽略，这實在是值

得我們一再一再的关注的。其實神一切的恩惠，都是在基督耶稣裏賜給我們的。正如(林前一 30)

說：『你們在基督耶穌裏，是本乎神，神又使祂成為我們的智慧、公義、聖潔、救贖』。這也就

是在(弗三 19)、表明神喜歡叫『神一切所充滿的，充滿你們』。正如(羅四 18)說明、基督徒在今



5 
 

世能在『無可指望的時候，因信仍有指望』， (彼前一 4)也告訴我們將來『可以得著不能朽壞、

不能玷污、不能衰殘，為你們存留在天上的基業』。 

 

弟兄姐妹，蒙福的人不是看他一帆風順的時侯、是不是穩穩當當；而是看他在有一些困難的時

候，是不是還有喜樂、有沒有平安；蒙福的人不是看他一時的富足，乃是看他的富足是否永遠長

存、是否有永遠的基業。所以，在這裡我們也可以有一些的反省，我們聖徒在今天是不是常常還

是效法這個世界、或者常常還是遊蕩在荒郊野外、花花世界的裡邊？還是在『溪水旁』，還是

『住在基督裏』，來『領受祂豐富的供應—慈愛、憐憫、智慧、公義、聖潔』？ 

 

3. 『按時候結果子』 

『蒙福的人』第三個特徵是在『按時結果子』；『果子』是供人所享用的。請問果子什麼時候最

美麗？是在它最成熟的時候，也是它最願意別人享受它的時候。 

『世人的福』常常是從別人那裏得來，而讓自己享受，我得著了福分以後，還想得著越來越多，

有的時候甚至貪得無厭，常常會變得很自私！ 

    

但是保羅提醒我們聖徒：『當記念主耶穌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徒二十 35)。當我們基督

徒蒙福的時候，別人不但不會受虧損，反而因我們得了福氣，他們也能夠蒙福。所以保羅曾經

說：『似乎貧窮，卻是叫許多人富足的』(林後六 10)。 

    

還有一點我們特別也注意的，這個『果子』是可以繁殖生命的。我們不否認在世上各各行業都有

不少有貢獻的人；很可惜的是，他們的貢獻僅限於提昇我們日常的生活；好比說我們有好的生命

的品質，或者是改善我們這個必朽壞的身體，讓我們比較健康；但是卻不能使別人得著『永遠的

生命』。弟兄姐妹，基督徒我們可以『傳福音，和藉著與福音相稱的生活見證』，人人都可以像

是『一粒麥子死了、結出許多子粒來』(約 12:24)—將主耶穌的永生带给別人；而且這種福份是

永永遠遠的。 

    

親愛的弟兄姐妹，在這裡我們可以瞭解，蒙福的人不是看我們自己享受了多少，乃是看別人從

我，他能夠享受了多少？不是看我自己的事業多有成就，乃是看我能夠改變了多少人的生命。所

以，在这里我們可以反省，我們聖徒是不是有『施比受更為有福』的心願？常常供應我們的肢體

和幫助我們的鄰舍？甚至我們的生命、我們的事奉是不是能夠傳承下去？代代相傳！ 

 

4. 『葉子也不枯乾』--『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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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福的人』第四個特徵是在『葉子不枯乾』； 結果子是『按時』結果子，葉子青翠卻是『經

常』的。葉子雖然平凡，但其作用卻不平凡。它能夠美化環境、防風沙、遮炎熱、擋暴風、清潔

空氣、並且好花需要綠葉陪襯...它的好處很多很多。 

    

其實我們基督徒有如『綠葉』一般，每一天、在各個有不同需要的地方、默默地奉獻我們自己、

成人之美。甚至幫補其他的聖徒『在各處顯揚那因認識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氣』(林後二 14)。所以

我們就像綠葉，有的時候好像難隱藏的，我們的信仰有的時候被人不一定瞧得上。但是我們的為

人處世終久會讓人由衷的佩服！也許我們不像『鮮花』一般的出色，但是我們可以像『世上的

鹽、世上的光』一樣； 我們與人相處的時候，不覺得我們有什麼特別的價值，但是離開之後，卻

會讓人感到若有所失的感覺！ 

 

『葉子也不枯乾』代表什麼？代表著這是一棵長青樹，表明生命力非常旺盛。真的！我們基督徒

隨著年歲的飛逝，雖然我們『外體毀壞』，但是我們『內心、裏面的人卻可以一天新似一天』(林

後四 16)。這是非常非常的蒙福！而且我們是『世上的鹽、世上的光』，幫助鄰舍、影響社會！

所以蒙福的人不在乎在世上的年歲、或者財富有多少？而是看我們是不是能夠美化和造福這世界

有多少。 

 

5. 『凡他所做的盡都順利』 

『蒙福的人』第五個特徵是在『所做都順利』；但是，我們要瞭解一個熱愛主耶穌的人，一生未

必事事都一帆風順，但是我們有一個信心，我們絕不會落到走頭無路的絕境。因為保羅在(林後四

8)曾經見證：『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心裏作難，卻不至失望』，這常常是他見證，也是對我

們的勸勉。而且他『經過水火』之後，常常是『到了豐富之地』(詩六六 12)。正如舊約約瑟，雖

然歷經滄桑，屢受陷害，但是無論到那裏，總有『神的力量』幫助他，化凶為吉，敵人打不敗

他、環境打不倒他，反而使他得勝有餘，能够榮耀神。 

    

弟兄姐妹，這句話值得我們深思；『凡他所做的盡都順利』又可以譯為『凡他所作的，他都昌盛

(或成功、興旺)』(In whatever he does, he prospers.)。換言之，要緊的是不單是他所作的

『事』成功，更是他這個『人』也成功。『人之所是』非常重要，是神衡量我們價值的一個重要

的標準。世上有很多的偉人，可以自詡為成功的人，也能被視為偉人，雖然他們的為人自私、狡

詐、謊言，但是這些好像都似之為『理所當然』。但是神的看法不一樣，神绝对不是以『成敗論

英雄』，因為神看人比看事更重要。這些事情不過是鍛鍊人的一個工具、一個途徑而已，這就是

『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的意義所在！(羅八 28) 

    

保羅有鑑於此，當他『傳揚福音大有果效、建立教會大有成就』的時候，他仍然警惕自己說：

『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傳福音給別人，自己反被棄絕了』(林前九 27)。所以我們服

事、我們做人、工作成功的時候，仍然要以(腓二 12)自我勉励，要『恐懼戰兢作成得救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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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我們工作、我們事奉失败的时候，也不可喪志，我們就以(來三 14)來勉勵我們；將『起初

確實的信心堅持到底』，(十 36)『必須忍耐，使你們行完了神的旨意』。所以，蒙福的人並不是

那些所謂一生『安逸享福、無憂無慮』的人，而是那些在人生各樣遭遇中，繼續不斷的依靠主、

不斷的磨練自己、一天一天進步，向著神所賜我們的標桿直跑的人！ 

 

在此，我就綜合以上所說的五個福氣，我們來看一看『世上的福』與『真正的福』之間的分別；

『世上的福』  是指你『有』什麼？你『有』多少？但是『真正的福』乃是看你『是』誰？你

「是」什麼？你『是』的成分如何？『世上的福』重視什麼？比較重視物質面，比較看重今世的

成敗。『真正的福』則是兼顧到我們的物質面，和我們的心靈，今世和永生都非常的重要！弟兄

姐妹，现在我們就可以来反省一下，我們今天聖徒是不是真實具有這樣的『價值觀』呢？我們是

不是願意繼續擁有神真正賜給我們的福氣？ 

  

二. 遭禍的人(4~5) 

第四到第五節，告訴我們『遭禍之人』的景況！這是我們『蒙福之人』特别需要警惕的。我們也

藉此做一個比較，你我會發現我們聖徒真正成為一個蒙福的人『有真正的福』是多麼的寶貴，值

得我們珍惜神賜給我們的福氣！ 

 

(一）他的為人處世  

首先我們來看第四節: 惡人並不是這樣！乃像糠秕被風吹散。第四節說：『惡人不是這樣』代表

著他們『為人處世的態度、一生生活的經歷、甚至最後的結局下場』與『蒙福的人』大不相同，

也一無可比之處！ 

『遭禍之人』他們正如(羅三 11~12)所形容的：『沒有義人、沒有明白的、沒有尋求神，都是偏

離正路，一同變為無用，沒有行善的，連一個也沒有』！ 

    

從(羅三 11~12)可以告訴我們對於：『惡人、遭禍的人』與前面分享的『蒙福之人』、他們兩者

的為人處世有一個鮮明的對比：我們從前面已經知道，蒙福之人；他嚴拒罪行、攻克己身、摒棄

老我；但是遭禍的人；他卻偏離正路，沒有價值、也不去行善、沒有作好事！蒙福的人、有福的

人；愛慕靈奶、晝夜思想、使我們裡邊的人越來越長大。遭禍的人；卻無知、不認識神、更可惜

的是沒有心思來尋求神！這就是蒙福的人和遭禍的人，在他們一生當中為人處事鮮明的對比。 

 

二）他的形象特點 

在第四節更告訴我們，『遭禍之人』他們的特徵『乃像糠秕被風吹散』：這與『常青的果樹』是

一個何等強烈的對比！『糠粃』代表什麼？『虛有其表，沒有實質』。所以從『糠秕』可看見遭

禍的人的特徵是『四沒有』：沒有根基；沒有生命；沒有價值；沒有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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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沒有根基：正如『糠粃』離開了根。 

所以遭禍的人就像一個沒有根的人活在世上，是沒有目標的，容易隨風飄來飄去，完全受環境的

影響和潮流的驅使。當然談不上心靈中間可以有什麼樣的平安、寧靜、安穩。 

 

2. 沒有生命：正如『糠粃』離開了根，就沒有生命可言。所以遭禍的人、今生死在罪惡過犯中，

將來死在永遠的沉淪裏。 

 

3. 沒有價值：正如『糠粃』，不如『米粒、麥粒』；沒有什麼特別的價值。所以一個有禍的人，

就如(詩九十 9~10)所說的：『度盡的年歲好像一聲歎息...其中所矜誇的，不過是勞苦愁煩，轉

眼成空，我們便如飛而去』。 

 

4. 沒有份量/重量：正如『糠粃』，很容易就被風吹散，一點份量、一點重量都沒有。 

所以遭禍的人、有禍的人，在人世間對別人、對社會、終究沒有正面的、舉足輕重的份量和貢

獻。總結一句話：遭禍的人一生的成就和努力、寶貴的時光和生命，有一天、竟『被風吹散』，

蕩然無存，多麼可惜。 

 

三）他的結局下場 

在第五說到：因此，當審判的時候惡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義人的會中也是如此；『罪人在義人

的會中』；可以看見在今天的世界裏，蒙福的人與遭禍的人是並存的，罪人與義人都在，甚至有

時候誰是罪人，誰是好人、誰是壞人很難區分。這正是主耶穌所說，稗子與麥子在田間一起成

長，一時難以分開一般(參太十三 24~30)。 

但是弟兄姐妹我們要注意；『當審判的時候，惡人必站立不住』。為什麼？因為(太十三 36~43)

說：『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作惡的，從祂國裏挑出

來，丟在火爐裏，在那裏比要哀哭切齒了...』。所以今天我們要瞭解真消息、假消息『真假並

存、混淆不清』，有一天这些的事情終必停止，有一天真相必會大白，並且永遠區別分的明明白

白。 

  

三. 禍福之因(一 6) 

最後第六節告訴我們、『決定人禍福的根本原因』；基本上禍福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麼？我們要

瞭解，禍福不在於個人『主觀的願望和努力』，不是我想要、我努力就可以得到、就可以蒙福

的！也不是在於我個人在這個世上的『客觀的條件和境遇』，不是我家世顯赫，不是我生逢盛

世，就有福氣！也不是不是由於『命運、運氣』天賦、環境等等等等......更不是由於一些的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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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可以促成的。乃是在於我們『人生的態度和方向』所造成的。也是在於我們這一生究竟是行在

哪一條道路上。 

    

在第六節清楚的告訴我們，人世間只有兩條路，我們人必須作一個選擇： 

1.  義人的道路，是神所知道的。 

2.  惡人的道路，是神所任憑的。 

    

所謂『耶和華知道義人的道路』這個『知道』是什麼意思呢？知道，當然就是『明白、曉得』。

在聖經的新譯本和現代中文譯本都翻譯為『看顧、關懷』的意思。正如(詩一二一 3~8)詩人所

說：『祂必不叫你的腳搖動，保護你的必不打盹。保護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覺。保護你

的是耶和華，耶和華在你右邊蔭庇你，白日太陽必不傷你，夜間月亮也不害你。耶和華要保護

你，免受一切的災害，祂要保護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華要保護你，從今時直到永遠』。 

    

所以引到永生的那門雖窄、路雖小，但是有神隨時的『看顧和關懷』，我們只要憑著我們的信

心、依靠主、向前行，我們這條窄路一定可以走得通、也可以走到底！惡人今天的路雖然大，門

雖然寬，尤其行在其中的時候，雖然臉上顯得『春風得意』、心中感覺『飄飄然』，但是神很清

楚、並且非常嚴肅地指出：惡人的道路『卻必滅亡』！ 

 

所以弟兄姐妹，在這裡，我們可以看的很清楚，我們的人生與神有不可分割的關係，有了神，我

們一生才不致於虛渡；我們沒有神，注定滅亡！所以，我們應當緊緊的記住。(詩三十七 23)說的

好：「義人的腳步被耶和華立定；他的道路，耶和華也喜愛。」蒙福的人的腳步，耶和華必定喜

樂！ 

 

結語和勉勵： 

『蒙福的人』是一個敬畏、愛慕神的人，以神的話作我們行事為人的準則，也是我們力量的泉

源！『遭禍的人』有禍的人，乃是那些目中無人、心中無神的人，在世隨波逐流、隨風而去。

『蒙福的人』就像一棵長青的果樹，結出甜美的果實，造福人群！『遭禍的人』有禍的人，卻像

被風吹散的糠秕一樣，蕩然無存。 

    

弟兄姐妹，說到這裡，我們彼此來互相的勉勵；從詩篇第一篇我們可以知道，我們若愛慕神、我

們敬畏神、我們一生都願意討祂的喜悅，雖然我們可能不是聰明人、不是有錢人，不是有學問的

人，或者不是有名望的人、有地位的人，但是我們卻是可以在神的面前成為一個有福的人！  在

神的保守和祝福當中，我們一生為人可以像保羅所說的：『對神對人，常存無虧的良心！』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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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無悔—不後悔』，對『將來無懼—沒有懼怕』；對今生的『生活無憂—不擔心』，對『事

奉無慮—沒有掛慮』。 

    

親愛的弟兄姐妹，像這樣的人，你願意嗎？你願意成為這樣的一個人嗎？這樣的人，真是何等蒙

福！弟兄姐妹，我今天在這裡跟大家一起有一點的分享，感謝主的恩典，也謝謝教會的安排，讓

我跟弟兄姐妹一起來分享、領受這段的話語。我真心誠意的期盼，詩篇第一篇这寶貴的勸勉和應

許，在 2021年繼續對我們說話，使得我們能夠避禍蒙福！求神的慈愛、恩惠、平安、喜樂、常與

我們同在！我們一起來回應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