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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有福的人真正有福的人真正有福的人真正有福的人 
诗篇诗篇诗篇诗篇 1:1-6 

 
 
1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  
2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3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 
4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 
5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 
6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 
   (诗 1:1-6) 
   
 
中国人说多子多孙就是有福，五福临门就是有福。五福乃是出于「书经洪范」。五福是哪五

福呢?「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然而由于避讳，东汉桓谭
于「新论·辨惑第十三」中把「考终命」更改，把五福改为：「寿、富、贵、安乐、子孙众
多。」 

 
然而这一切人所谓的福气并不是永恒的祝福，这一切都不能存到永远，仅是暂时的。有一

些世人所羡幕的福气，不但对我们没有益处，甚至有害，我们不可不谨慎。有人活得很长却
是度日如年，身体不健康，宿疾缠身，虽长寿，但不是祝福。有人生活富足但是头脑不能休
息，不能睡觉，不是祝福。有人生在权贵之家，但是没有真心的朋友，被恶人包围，失去了
平安，也不是祝福。有人得享一时的安乐却有长远的忧虑，并不是祝福。有人子孙众多，但
是子孙没有行在正道之中，离神甚远，对神的国度没有任何贡献，仍然不是祝福。 

 
让我们从诗篇第一篇中的训诫来看如何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有福的人。 

 
 
一一一一、、、、 警戒恶人之道必有咒诅警戒恶人之道必有咒诅警戒恶人之道必有咒诅警戒恶人之道必有咒诅 
 
1. 不从恶人的计谋不从恶人的计谋不从恶人的计谋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从恶人的计谋，因为恶人终不得善报，恶人的灯，也必熄灭。(箴 24:20) 恶人作恶事，杀
人，偷窃，作奸，犯科，陷害，诬告，毁谤都是明显的恶事。但也有不明显的恶事，嫉妒，
纷争，结党，说谎，作假，贪污，浪费也都是恶事。圣经告诉我们：「作恶的，必被剪除，唯
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诗 36:9) 
 
    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听信少年人的计谋，严严地对待以色列人，要用蝎子鞭责打神的子
民，以致失去了十个支派。(王上 12:10-19) 恶人的罪过是甚么呢? 恶人心里说，我眼中不怕
神，故敢作恶。(诗 36:1) 箴言告诉我们，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 (箴
16:25) 我们需要神帮助我们分辨智慧人，使我们能与智慧人同行，「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
慧，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箴 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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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站罪人的道路不站罪人的道路不站罪人的道路不站罪人的道路 
 
    不站罪人的道路，罪人乃是不认识神的人，不谦卑按神的方式，悔改求神赦免的人都是罪
人。我们要知道我们信主以前都是罪人，信主以后仍然还会犯罪，只是因有圣灵感动而能常
常悔改。要分辨罪人的动机，我们要小心，让我们来思想所谓人间最伟大的母爱。虽然，母
亲照顾儿女是出于母爱，愿意为儿女牺牲是理所当然的事，母亲的细心照顾在儿女的成长期
间是儿女的祝福。但是等到儿女长大成人之后，有一些母亲为了不愿意失去儿子，就仍然还
像照顾小孩子一样地来辖制儿女就有私心了。儿女们成年后需要独立，需要成立自己的家。
以前我有一个邻居老太太，她不愿让儿子独立，儿子已经三十多岁了，她还要求儿子每个周
末都开车两个多小时回家吃饭，当然儿子也顺便把一周积下来的脏衣服都带回来让妈妈洗、
浆、烫、折。后来她儿子一直没有时间找对象，到很大的年龄还没有结婚，最后那母亲死
了，儿子也没有人照顾了，这位母亲所给儿子的祝福是短暂的祝福，并不合神的心意。圣经
上告诉我们，真正的爱应该是不求自己益处的。(林前 13:5) 
 
3. 要远离要远离要远离要远离亵慢人的座位亵慢人的座位亵慢人的座位亵慢人的座位 
 
    亵慢人就是不敬畏神的人，不可与亵渎神的人为伍，不要与他们坐在一起。因为一坐在一
起就失去离开的能力，与他们一交谈，就吸收邪恶、乖僻的思想，至终被他们洗脑、玷污，
言听计从，步入歧途。有一些不敬畏神的人不可与他们交往，闲谈，我们定意要远离他们，
不与他们坐在一起看暴力电视、浏览色情网站、醉酒、吸毒，妄称主名等。这些交际迟早都
会带来恶果。但是也有一些人表面看来不是坏人，但是他们心中完全不敬畏神。这些人也是
我们要谨慎，要远离的。亵慢神的人，就是轻忽神的话语的人。就如溺爱孩子表面看来是疼
爱孩子，但是爱之适以害之。圣经警告父母要教养孩童，「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
到老他也不偏离。」(箴 22:6) 不可放纵孩童胡闹自私，不听长辈的话，欺负人，占别人的便
宜。 
 
    我们刚来美国时，有一个犹太裔教授接待我们，他们让一个五岁大的孩子故意用力扭我的
手，孩子的父母看见了很高兴，以为这个孩子将来长大后会有出息，绝对不会像犹太人在第
二次世界大战时被德国人欺负。这完全是一种错误的看法。将来这孩子可能成为一个非常积
极的人，也因为他攻击性很强，可能会连一个真正的朋友都没有。所有的人都怕被他害，退
避三舍。这些父母不按照神的方式来教养孩子，以致让孩子长大后受亏损。知道如何辨虚假
的祝福之后，让我们来思想什么是真正的祝福。 
 
 
二二二二、、、、 喜爱神的话语才有祝福喜爱神的话语才有祝福喜爱神的话语才有祝福喜爱神的话语才有祝福 
 
    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
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诗 1:2-3) 
 
喜爱神的话是属神之人的福气，因为神的话都是保护人不要作恶犯罪。喜欢行在光明正道

中的人是聪明人。喜欢偏行己路在黑暗中行事的是愚笨人。 
 
我们真是有福，神让我们拥有圣经，不只是如此，神所给我们的圣经是已经完全的，不需

要再加上任何一点，也不能减少任何一部分。我们要昼夜思想，才会更明白神的话。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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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人就好象栽种在溪水旁的树，能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我们所作的尽都
顺利。我们结果子，这是生命自然的表现与丰富。叶子也不枯干，这是生命的荣美与繁茂。
凡我们所作的尽都顺利，这是生命的应许与祝福。 
 
    读圣经可以让人有得救的智能，神借着全部的诗篇向我们心灵的深处说话。 
˙创造奇功 Work      诗篇 1-41  栽种在溪水旁 
˙拯救买赎 Way       诗篇 42-72 如鹿切慕溪水 
˙敬拜事奉 Worship诗篇 73-89 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  
˙光照引领 Walk      诗篇 90-106 主阿，你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 
˙律例典章 Word     诗篇 107-150 神使狂风止息，波浪就平静。风息浪静，他们便欢喜，他 
                                   就引他们到所愿去的海口。 
 
1. 遵行神的道的人有福了遵行神的道的人有福了遵行神的道的人有福了遵行神的道的人有福了 
 
(1) 敬畏神的人有福了 
「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
妻子在你的内室，好象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象橄榄栽子。看哪，敬
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诗 128:1-4) 
 
(2) 常存敬畏的人有福了 
「常存敬畏的，便为有福，心存刚硬的，必陷在祸患里。」(箴 28:14) 
 
(3) 听从神的人有福了 
「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便为有福。」(箴 8:34) 
 
(4) 眷顾贫穷的人有福了 
「眷顾贫穷的有福了，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诗 41:1) 
 
(5) 神不算有罪的人有福了 
「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
是有福的。」 (诗 32:1-2) 
 
(6) 富足而不忧虑的人有福了 
「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箴 10:22) 
 
(7) 儿女称她为有福的人有福了 
「她的儿女起来称她有福，她的丈夫也称赞她。」(箴 31:28) 
 
2. 与耶稣基督有关的人有福了与耶稣基督有关的人有福了与耶稣基督有关的人有福了与耶稣基督有关的人有福了 
 
(1) 耶稣基督的母亲有福了 
「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路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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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耶稣基督有福了 
「妳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路 1:42) 
 
(3) 万代称耶稣的母亲为有福 
「因为祂顾念祂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路 1:48)  
 
(4) 听神的话而行的人更有福了 
「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说，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耶稣
说，是，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路 11:27-28)  
 
(5) 不因耶稣跌倒的人有福了 
「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痲疯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
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太 11:6)  
 
(6) 看见耶稣的人有福了 
「耶稣转身暗暗的对门徒说。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就有福了。」 (路 10:23)  
 
(7) 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 
「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约 20:29) 
 
(8) 听耶稣讲道的人有福了 
「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马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路 10:42) 
 
(9) 施舍穷人的人有福了 
「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 

赒「他施舍钱财， 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他的角必被高举，大有荣耀。」(诗 112:9) 
「眼目慈善的，就必蒙福，因他将食物分给穷人。」(箴 22:9) 
「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箴 19:17) 
 
(10) 愿听耶稣教训的人有福了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太 5:3) 
「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太 5:4)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太 5:5)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太 5:6) 
「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太 5:7)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太 5:8)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太 5:9)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太 5:10)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太 5: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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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带进永恒的祝福带进永恒的祝福带进永恒的祝福带进永恒的祝福  
 
    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
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诗 1:4-6) 
  
    当我在思想甚么是永远的福分时我想到人生最终的结局，「主是我永远的福分，胜过朋友与
生命。」 
 
    我们最后是能站住或是跌倒，是义人或是恶人，是永生或是灭亡。我们需要仔细思想，让
我们从圣经中论及永恒之福分的经文来看。 
 
1. 投靠主的人有福了投靠主的人有福了投靠主的人有福了投靠主的人有福了 
 
「当以嘴亲子、恐怕祂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祂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祂的、都
是有福的。」(诗 2:12) 
 
2.  敬畏敬畏敬畏敬畏神的人有福了神的人有福了神的人有福了神的人有福了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人便为有福。」(詩 112:1) 
 
3. 等候主的人有福了等候主的人有福了等候主的人有福了等候主的人有福了 
 
「等到一千三百三十五日的，那人便为有福。」(但 12:12) 
 
4. 安歇的人有福了安歇的人有福了安歇的人有福了安歇的人有福了 
 
「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但 12:13) 
 
5. 在主里而死的人有福了在主里而死的人有福了在主里而死的人有福了在主里而死的人有福了 
 
「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作工的果效
也随着他们。」(启 14:13) 
 
6. 赴羔羊婚筵的人有福了赴羔羊婚筵的人有福了赴羔羊婚筵的人有福了赴羔羊婚筵的人有福了 
 
「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 
(启 19:9) 
 
7. 头一次复活的人有福了头一次复活的人有福了头一次复活的人有福了头一次复活的人有福了 
 
「在头一次复活有分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作神和
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启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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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住在神的殿中的人有福了住在神的殿中的人有福了住在神的殿中的人有福了住在神的殿中的人有福了 
 
「如此住在祢殿中的便为有福。」(诗 84:4) 
 
9. 靠主有力量的人有福了靠主有力量的人有福了靠主有力量的人有福了靠主有力量的人有福了 
 
「靠祢有力量心中想往锡安大道的，这人便为有福。」(诗 84:6) 
 
10. 倚靠主的人有福了倚靠主的人有福了倚靠主的人有福了倚靠主的人有福了 
 
「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祂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
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阿，倚靠祢的人，便为有福。」(诗 84:11-12) 
 
11. 活在主面前的人有福了活在主面前的人有福了活在主面前的人有福了活在主面前的人有福了 
 
「祢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祢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祢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诗 16:11) 
 
12. 遵行圣经豫言的人有福了遵行圣经豫言的人有福了遵行圣经豫言的人有福了遵行圣经豫言的人有福了 
 
「看哪! 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启 22:7) 
 
  神已命定要赐福给遵行祂旨意的人，因此，蒙福与否乃在我们的拣选，神说：「何必死亡
呢?」 (结 18:31) 我们的选择是甚么呢? 我们蒙福或受咒诅，自己要负责。 
 
    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祂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祂必使
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
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
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抟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仇敌起来攻击你，耶
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在你仓房里，
并你手所办的一切事上，耶和华所命的福必临到你。耶和华你神，也要在所给你的地上赐福
与你。你若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祂的道，祂必照着向你所起的誓，立你作为自己的
圣民。天下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就要惧怕你。你在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赐你的
地上，祂必使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所产的，都绰绰有余。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府
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
向他们借贷。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
也不随从事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申 28:1-14) 
 
    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求祢使我倚靠耶稣基督而蒙福。祢知道我的困难、我
的痛苦、我的软弱，我的眼泪。「亲爱主! 牵我手、建立我、领我走、搀我手、防跌倒。」  
(Thomas A. Dorsey 1899-1993) 恳求主耶稣群羊的大牧人带领我。 求圣灵光照我，让我思想神
的爱、神的拯救、神的救恩计划、神给人的帮助、神接纳人的软弱、神给人赦罪之恩、神赐
给人的福分、神给人带来的喜乐、神给人丰盛的生命、神给人光明的人生、给人永远的天
家、神给人永恒的盼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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