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献上感 的祭谢

2021 年 11 月 21 日的布道

诗篇 66：1-20

道介讲 绍
本周，我们将继续为期三周的”食物与家庭”系列讲道。

我现在要读我们的经文段落。

请倾听并敞开心扉，让神用他的道对我们说话。

诗篇 66：1-20
1 全地都当向神欢呼！  

2 歌颂他名的荣耀，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  

3 当对神说：“你的作为何等可畏！因你的大能，仇敌要投降你。  

4 全地要敬拜你，歌颂你，要歌颂你的名。” 

细拉

5 你们来看　神所行的，他向世人所做之事是可畏的。  

6 他将海变成干地，众民步行过河。我们在那里因他欢喜。  

7 他用权能治理万民，直到永远。他的眼睛鉴察列邦，悖逆的人不可自高。

细拉

8 万民哪，你们当称颂我们的神！使人得听赞美他的声音。  

9 他使我们的性命存活，也不叫我们的脚摇动。  

10 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  

11 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  

12 你使人坐车轧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  

13 我要用燔祭进你的殿，向你还我的愿──  

14 就是在急难时，我嘴唇所发的、口中所许的。  

15 我要把肥牛作燔祭，将公羊的香祭献给你，又把公牛和山羊献上。 

细拉

16 凡敬畏神的人，你们都来听！我要述说他为我所行的事。  

17 我曾用口求告他，我的舌头也称他为高。  

18 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  

19 但神实在听见了，他侧耳听了我祷告的声音。  

20 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并没有推却我的祷告，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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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 40：8：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惟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

请和我一起祷告。

天父，谢谢你透过你的道和我们说话。

感谢圣经的作者教我们如何祷告，如何在圣灵和真理中敬拜。

圣灵请现在敞开我的心扉，叫我们可以向你学习。

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以下是今天讲道的要点或主旨。

主旨：我们用赞美和祭物感谢上帝

1 到 3节提醒我们，敬拜是一种对话。

你知道吗？

在敬拜中，神透过他的道对我们说话。

我们也回应上帝而说话。

在第 3节中，我们一起对上帝说，“你的作为何等可畏。”

我们为什么要告诉上帝这一点呢？

上帝知道他是可畏的。

但我们这样说是因为它对我们的心有好处。

世界上有许多东西要求我们赞扬。

电影明星，好车，金钱和时尚。

我们的心赞美我们珍视的东西。

但是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上帝那样值得我们赞扬。

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是唱歌的人。

1 和 4节邀请我们大声喊叫，大声歌唱，充满了激情。

当我们在周日这样做时，我们正把心思集中在所有祝福的源头。

整个星期，我们都很想把心集中在其他事情上。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每周都来教会。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天都要读神的话并祷告。

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心指向唯一值得我们称赞的人。

第 3节邀请我们与神对话。

第 2 节说我们应该 “歌颂他名的荣耀” 。

这是一个对话，不断在上升和扩散。

当我们一起唱诗和敬拜时，我们就在与神、与世界、与彼此交谈。

第 4节之后，我们看到这个希伯来语单词”细拉”。

没有人确定这是什么意思。

这可能是音乐上的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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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为音乐家带领敬拜服务的。

这个小词提醒我们，敬拜是一种群体活动。

的确，我们可以独自赞美上帝。

我们可以独自祷告，我们也应该祷告。

但是，学习如何祷告和如何敬拜的最好方法是在一起。

诗篇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彼此。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第 7 和 8节。

诗篇 66：7 他用权能治理万民，直到永远。他的眼睛鉴察列邦，悖逆的人不可自高。

8 万民哪，你们当称颂我们的神！使人得听赞美他的声音。

世界各地的人们敬拜许多不同的假神。

像叛军一样，他们忠诚于错误的事情。

他们拒绝这位独一的真神兼国王。

反叛者不是把上帝当做国王来服侍，而是试图掌控世界并掌控其他人。

第 7 节应该安慰你，如果你是来自充满暴力和压迫的国家。

上帝的力量比任何独裁者、总统或首相都大。

上帝看到他们所有的行为。

他观察着各国的每一个动作。

他知道埃塞俄比亚的内战和巴基斯坦基督徒所受的压迫。

上帝知道中国人是如何被对待的。

他看到了塔利班在阿富汗的活动。

他知道萨尔瓦多的帮派暴力。

我不能说出当今世界上所有的痛苦和迫害。

但上帝看到了这一切。

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来找他祷告。

世界上的事件太可怕了，我们无法理解。

我们知道我们对此无能为能为。

但上帝看到了痛苦。

他可以做些什么。

这就是我们祷告的原因。

我们祷告有一天第 8节会真正实现：

“万民哪，你们当称颂我们的神！使人得听赞美他的声音。”

现在我们将看看第 9-12节。

作者的话在这里变得更加个人化。

诗篇 66：9 他使我们的性命存活，也不叫我们的脚摇动。  

10 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  

11 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  

12 你使人坐车轧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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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12节提醒我们，上帝足够爱我们以至于会管教我们。

父母们，你爱你们的孩子吗？

我知道你们爱。

你会让他们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吗？

我知道你不会。

我们的上帝是一个慈爱的父亲，我们的生命掌握在他手中。

因为他爱我们，他让我们的脚不绊跌。

当我们不顺服他，当我们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做事时，他便纠正我们。

他像银子一样炼净我们，正如第 10节所说。

你知道白银或金子是如何炼净的吗？

我的孩子玩《我的世界》，他们可以告诉你这件事。

你把矿石放在一个炉子里，炉子被加热到非常高的温度。

为什么？

融化金子，把它从杂质中分离出来。

这是铜矿。

几千年前，像这样的铜矿在这样的熔炉里被加热。

废料从炉子里流出来。

炉内只剩下纯铜。

然后，它可以被锤击，并塑造成这样美丽的东西。

上帝对他的儿女也是这样做的。

上帝利用艰难的环境炼净我们的信仰。

他想从我们心中消除杂质和罪。

铜矿石中的杂质看起来就像这样。

上帝有时用高温把我们从罪和我们想要相信的错误的事物中分离开来。

当我们没有足够的钱时，我们被提醒，上帝是供应我们一切需要的那一位。

当我们生病时，我们被提醒，上帝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当我们的罪伤害我们和其他人时，我们被提醒上帝认真对待罪。

我们还记得耶稣的死是为了洗去我们的罪和羞耻。

诗篇 66 篇的作者甚至为着他生命中的痛苦时刻感谢上帝。

在炉子里加热是痛苦的。

但作者知道，上帝用这些经验来炼净他的信心。

炼净的过程使它像纯净的银子一样闪耀。

你还记得使徒保罗对上帝加在他生命中的痛苦的刺所说的话吗？

哥林多后书 12：8-10.
8 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  

9 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

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10 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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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你正在学习在困难中带着盼望和信心仰望上帝。

我希望你会求他利用火灾和洪水的时刻，引导你将心定睛在他身上，不看其他的一切。

现在让我们一起看第 13-15节。

在这些经文中，作者回忆起他所经历的深层烦恼。

但他依然感谢上帝的拯救和帮助。

诗篇 66：13 我要用燔祭进你的殿，向你还我的愿——

14 就是在急难时，我嘴唇所发的、口中所许的。  

15 我要把肥牛作燔祭，将公羊的香祭献给你，

又把公牛和山羊献上。 

当有人送给你一份好礼物时，你会给他们寄一封感谢信吗？

这是一件礼貌的事情。

第 13-15节描述了作者如何感谢上帝把他从深深的困难中拯救出来。

作者没有给上帝写张便条。

他做了什么？

他献上了绵羊、公牛和山羊。

在圣殿里，许多动物被献上、焚烧。

这是一个昂贵的表达感谢的方式！

我们不知道作者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

但他说，这是“急难”。

这就是为什么他深深感谢上帝。

我们再次看到，敬拜是一种对话。

上帝用他的道和圣餐对我们说话。

我们在祷告中对上帝说话。

他回应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用赞美的歌来回应。

我们献上感谢的祭。

我想和你一起看申命记中关于十分之一和奉献的几处经文。

申命记 12：17 - 19
17 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或是牛群羊群中头生的，或是你许愿献的、甘心献的，或是手中的举祭，

都不可在你城里吃，  

18 但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吃，在耶和华你神所要选择的地方，你和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

都可以吃，也要因你手所办的，在耶和华你　神面前欢乐。  

19 你要谨慎，在你所住的地方，永不可丢弃利未人。  

我的朋友，我们的十分之一和奉献是给上帝的礼物。

它们也会供应事奉上帝的人。

在申命记 12:19，摩西提醒神的人们要照顾在圣殿工作的利未人。

利未人负责带领敬拜，并照顾圣殿中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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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的十分之一和奉献支付了我们这栋楼的租金。

你们帮助支付了我们这里的新音响设备。

你们的奉献也支付了我和安德鲁生活上的需要，这样我们就可以像几千年前的利未人那样，每周都努力计划

敬拜的事。

当我们每周敬拜时在这个碗里献上我们的十分之一时，我们是在告诉上帝，我们感谢他的诸多祝福。

我们正在以敬拜和信任之举来回应他的祝福。

我们正在支持“同一个声音团契”的事工。

你注意到申命记 12章百姓带来了什么？

不是钱。

第 17节说，献给上帝的都是食物。

谷物、葡萄酒、橄榄油和肉类。

百姓献给上帝的祭品为事奉上帝的人提供了一场宴席。

在第 18节中，摩西告诉百姓，他们应该“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吃”，“你和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

的利未人，都可以吃”。

当人们吃祭品时，他们正在品尝上帝的祝福。

他们一起宴席，一起感谢上帝。

我们下周要做这样的事。

下周我们不会有团队提供晚餐。

我要求大家带点东西来吃饭。

把食物作为礼物献给上帝，感谢他在你生命中的祝福。

从下午 5点到 6点，我们将一起享受献给上帝的祭物。

然后在下午 6 点， 我们将来到这里， 我们将做我们在诗篇 66 节第 16 节中看到的：

诗篇 66：16 凡敬畏神的人，你们都来听！我要述说他为我所行的事。  

17 我曾用口求告他，我的舌头也称他为高。  

下周我要你带两件东西来。

晚餐上的食物，和见证。

我们将做同样的事情，我们读第 16节：

“！我要述说他为我所行的事。”

任何想分享见证的人都会有机会。

请不要带一个 15分钟的故事，否则我们不会听到每个人的声音。

但是，如果你愿意，请带一个短篇故事跟我们分享，告诉我们你对上帝的感谢和赞美。

我认为这将是一个特别的方式来帮助我们完成为期一个月的食物与家庭系列讲道。

现在让我们看看今天的最后三节经文。让我们看看为什么上帝听罪人的声音。

诗篇 66：18 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  

19 但神实在听见了，他侧耳听了我祷告的声音。  

20 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并没有推却我的祷告，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

       One Voice Fellowship       6



作者在第 18节中说，他承认自己心中的罪。

这就是为什么主听作者的声音。

因为作者很诚实。

你害怕诚实地对待你的罪吗？

你害怕对自己、别人或上帝说出你的罪的真相吗？

我知道那种感受。

我们不喜欢感到羞耻。

我们不喜欢承认我们的失败。

但第 19节承诺，上帝会听我们的声音，而不是拒绝我们。

上帝在意作者的祷告，因为作者是诚实的。

第 20节承诺了一些更珍贵的东西。

作者说，上帝并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

上帝怎么能对像我这样的罪人有一贯的爱呢？

上帝怎么能听我对罪的悔改却仍然爱我呢？

因为我不是奉我的名祷告。

我奉耶稣的名祷告。

你知道为什么基督徒总是奉“耶稣的名”来结束我们的祷告吗？

因为耶稣的名有我们自己没有的荣誉。

上帝听到你的祷告，欢迎你接纳你为他的孩子，因为你是奉耶稣的名来到上帝面前。

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罪和耻辱被转移到耶稣身上。

耶稣把义转嫁到我们身上。

他对神的律法的顺服记载了我们的身上。

这是一个伟大的交换。

我们把罪和耻辱给了耶稣。

耶稣给了我们他良好的声誉，他让我们奉他美好的名祷告。

这就是为什么上帝垂听并回应我们的祷告。

因为我们奉耶稣基督我们主和救主的名祷告。

现在让我们一起祷告吧。

天父，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知道我们犯了罪。

我们每天不听从你的命令。

但你欢迎我们的祷告，你也祝福我们，因为我们不是带着我们可耻的记录来找你。

我们把我们的耻辱和失败给了耶稣。

他给了我们他的荣誉和美好的名。

因此，我们带着感谢的祭和信心的祷告来到你面前。

我们知道你悦纳我们所献的祭，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是奉你儿子我们救主耶稣的名来到你面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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