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蒙福之門 



台灣有首流行歌曲叫做「苦酒滿杯」 
法國雨果寫了一本名著「悲慘世界」 

今天我要分享的題目是「蒙福之門」 

基督的福音能夠化苦為甜能化悲為喜 



我們聽過人生如夢，人生如戲， 
人生如棋，甚至人生如茶。 

 

聖經講到人生好像一片云彩、 
出現少時就不見了 

 

好像一聲嘆息， 
勞苦愁煩、轉眼成空，我們便如飛而去 

 

人生也像花草， 
早晨發芽生長、晚上割下枯乾。 



人生如杯 - 苦酒滿杯 
 

疾病、死亡、懼怕、憂慮、冤屈 
孤單、貧窮、疲憊、失落、痛苦 
傷害、憤慨、忌恨、罪孽、窘迫 

 

不如意事、十之八九 
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 

無能為力、無路可走、無可奈何 
無藥可治、無法成眠、無計可施 





我的心哪， 
你要稱頌耶和華。 

 

凡在我裡面的，也要稱頌他的聖名。 
  

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 
 

不可忘記他的一切恩惠。 

(詩103:1-5) 



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 
醫治你的一切疾病。  

他救贖你的命脫離死亡， 
 

以仁愛和慈悲為你的冠冕。  
他用美物，使你所願的得以知足， 

以致你如鷹反老還童。  

(詩103:1-5) 



這首詩篇是一篇奇特的祈禱讚美詩 

其中只有稱頌感謝而沒有一句祈求 

因為作者經歷了神的慈愛信實看顧 

他的一生和每個時刻都像福杯滿溢 

也已經確知深信耶和華是他的牧者 

祂必愛他保護供應他直到永永遠遠 



 



他從負面講到正面: 如何變苦為甜 
他從個人講到眾人: 從自己到家人 
他從生活講到生命: 從外面到裏面 
他從短暫講到永恆: 從今天到將來 

他把自己認識的神所蒙的恩告訴我們 
讓我們人生因信靠神而「福杯滿溢」 

在這段經文中他從不同角度來感謝神 

列舉了六個恩典:三個倒空三個充滿 



1.赦免之恩：神赦免我們的一切罪孽 

2.醫治之恩：祂醫治我們的一切疾病 

3.復活大能：救贖我們的命脫離死亡 

4.得榮耀 : 祂以仁愛慈悲為我們的冠冕 

5.得滿足 : 他用美物使我們所願的得以知足 

6.得能力 : 他使我們如鷹反老還童 

不可忘記他的一切恩惠 



先要倒空潔淨自己 
 

要先除去罪性罪行 

1.赦免之恩：一切恩典之首 

神赦免我們的一切罪孽 







 

 

隔絕 





 

审判-公正 



 

 



（林後5：21） 



 

 





看哪，神的羔羊 

「除去」(背負)世人罪孽的 約 1:29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 

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 

必要「赦免」我們的罪 

「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 約一 1:9 



2. 醫治之恩：除去一切病根 
醫治我們的一切疾病 

疾病包括身體病疼生命挫折罪惡傷害 

罪惡摧殘生命腐蝕生活帶進痛苦疾病 

使人行善無力行惡失控成為罪的奴僕 

基督所受鞭傷我們得醫治成新造的人 



他誠然 
「擔當」我們的憂患 
「背負」我們的痛苦 

 

他 
「為我們的過犯」受害 
「為我們的罪孽」壓傷 

 

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賽 53:4-5 



3. 復活大能：勝過死亡權勢 
救贖我們的命脫離死亡 

死亡的陷阱 
肉身與靈魂 
今生與永遠 
審判與滅亡 

耶穌對他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  
凡活著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 

(約 11:25-26) 



4. 祂以「仁愛慈悲」為我們冠冕 
 

我們本當承受羞辱痛苦為結局 
神卻將我們高升如同一位君王 

祂以「仁愛」表明祂信實不變 
再以「慈悲」表明祂體諒包容 

 

是大能公義的神也是慈愛的父 
祂要使我們一生「福杯滿溢」 



惟獨見耶穌暫時比天使小， 
因為受死的苦， 

就得了尊貴榮耀為冠冕， 
 

叫他因著神的恩， 
為人人嘗了死味。 

來 2:9 



美物：基督是我們的滿足 

知足：任何時刻都能滿足 

祂是真光、是生命、是活水、好牧人 

祂的救恩、榮美、豐富、生命、慈愛 

得憐恤蒙恩惠隨時隨處都能滿足我們 



所以耶穌又對他們說，我就是羊的門。 
凡從我進來的，必然得救，並且出入得草吃。 

我來了，是要叫羊《人》得生命， 
並且得的更豐盛。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 

我又賜給他們永生。他們永不滅亡， 
誰也不能從我手把他們奪去。 

我父把羊賜給我，他比萬有都大。 
誰也不能從我父手裡把他奪去。 

約 10:7-29 



 
有鷹的眼界：脫離地上和世界的纏累 
有鷹的高度：能奔跑天路而向天飛翔 
有鷹的力量：返老還童重新展翅上騰 

 

我們外體雖會衰退 
內心一天新似一天 



如鷹得以返老還童展翅上騰 



他沒有按我們的罪過待我們， 

也沒有照我們的罪孽報應我們。 
  

天離地何等的高， 
他的慈愛向敬畏他的人， 

也是何等的大。 
  

東離西有多遠， 
他叫我們的過犯，離我們也有多遠。 

  

父親怎樣憐恤他的兒女， 
耶和華也怎樣憐恤敬畏他的人  (6-13)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 
 

他使我的靈魂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 

因為你與我同在； 
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詩篇廿三篇 



 

在我敵人面前， 
你為我擺設筵席； 
你用油膏了我的頭， 
使我的福杯滿溢。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 
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 

直到永遠。 

詩篇廿三篇 



這是一首所有基督徒都喜愛的詩篇 
短短六節卻説出了精彩美麗的一生 
他不但美麗也能與人們的心靈共鳴 

 

這是合神心意的牧人君王大衛寫的 
他深深體會耶和華是他的君王牧者 
不但供應保護也是大能豐富的君牧 

 

他寫的這首詩跨越千古的觸摸人心  



耶和華是「你的」牧者嗎？ 
 

你為明天憂慮前途茫茫嗎？ 
 

你的人生常覺憂傷恐懼嗎？ 
 

你在難處中常感到孤單嗎？ 
 

你在傷害攻擊中有信心嗎？ 
 

你的心靈滿足快樂豐富嗎？ 
 

你有神永恆的恩惠慈愛嗎？ 

詩中之詩  人人之詩 



簡單二段式鳥瞰廿三篇六節經文 
 

一、祂與我 (1-3) 
 

1、牧養：不致缺乏 
2、供應：裡外豐盛 
3、道路：又新又活 

 

二、祢與我 (4-6) 
 

4、引導：保守安慰 
5、阻撓：得勝喜樂 
6、一生：恩慈永偕 



主耶和華說，我必親自作我羊的牧人， 
使牠們得以躺臥。 

 

 失喪的，我必尋找。 
被逐的，我必領回。 
受傷的，我必纏裹。 
有病的，我必醫治。 

 

只是肥的壯的，我必除滅， 
也要秉公牧養他們。   

              結 34:16 



我來了，是要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  約 10:10-11 

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們，牧養他們， 
就是我的僕人大衛。 

他必牧養他們，作他們的牧人。  
我耶和華必作他們的神， 

我的僕人大衛必在他們中間作王。 
這是耶和華說的。 

             結 34:23 



有一條路人以為正。至終成為死亡之路。  
箴 14:12; 16:25 

弟兄們，我們既因耶穌的血， 
得以坦然進入至聖所 

是藉著他給我們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 
從幔子經過 

這幔子就是他的身體。  
來 10:19-20 

引導我走義路 



靠你有力量心中想往錫安大道的，這人便為有福。 
他們經過流淚谷，叫這谷變為泉源之地。 

並有秋雨之福，蓋滿了全谷。  
 

他們行走，力上加力，各人到錫安朝見神。  
 

因為耶和華神是日頭，是盾牌， 
要賜下恩惠和榮耀。 

他未嘗留下一樣好處，不給那些行動正直的人。  
詩 84:4-7,11 



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 
醫治你的一切疾病。 

他救贖你的命脫離死亡， 
 

以仁愛和慈悲為你的冠冕。 
他用美物，使你所願的得以知足， 

以致你如鷹反老還童。 
 

詩 103:3-5 

祂使我福杯滿溢 



你們要嘗嘗主恩的滋味， 
便知道祂是美善。 

投靠祂的人有福了。… 
因敬畏祂的一無所缺。  

 

少壯獅子，還缺食忍餓。 
但尋求耶和華的。甚麼好處都不缺。  

詩 34:8-10 

祂使我福杯滿溢 



大衛其實也是先知知道基督要來 
如同神也曾啓示了亞伯拉罕一樣 
耶穌稱為亞伯拉罕後裔大衛子孫 

 
神差祂愛子來為要尋找拯救我們 
耶穌成為我們每一個人的好牧人 
不但如此還要賜下更豐盛的生命 
而且復活差遣聖靈住在我們裡面 
而且應許保守我們一個也不失落 



這首詩篇以色列人非常珍惜 
因其中有耶和華的七個複名 

1.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1). 耶和華羅以(Jehovah-Rohi):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詩廿三) 

2.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 
2). 耶和華以勒(Jehovah-jireh):  
  神為我們預備了一切 (創 22:13-14)  



3.他使我的靈魂甦醒， 
  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 

3). 耶和華齊根努(Jehovah-tsidqenu):  
 耶和華是我們的義(耶 23:6)  

4.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 
  因為你與我同在； 

4). 耶和華沙龍(Jehovah-shalom):  
 耶和華是平安, 或平安的耶和華(士 6:24) 



 

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5). 耶和華拉法(Jehovah-ropheka) 
 耶和華你的醫治者(出 15:26)  

5.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  
  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 

 
6). 耶和華尼西(Jehovah-nissi):  
 耶和華是我的旌旗(出17:15)  



6.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 
  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 

 
7). 耶和華沙瑪(Jehovah shammah):  
 耶和華的所在(結48:35) 



(林後5:17) 

(約 1:12) 



蒙福之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