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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
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

诗篇 51:17



课程的目的



忏悔诗篇简介

诗篇 主题

1 6 在苦恼深处

2 32 蒙赦免之福

3 38 犯罪的痛苦

4 51 赦免及复兴

5 102 罪的摧残折磨

6 130 认罪与救赎

7 143 引往平坦地



为什么选择 32 和 51 篇

➢背景相同

➢51篇是大卫在他的罪行被揭
发之后的立即回应

➢32篇则是事后的回忆与思考，
并且重新再写有关忏悔这题
目，让更多人可以得益受惠



忏悔诗篇的主要信息

1.罪恶的重压和伤害
2.复兴要从认罪开始
3.经历罪过被神赦免
4.接受生命被神更新



诗篇 51  忏悔与复兴
➢作者：大卫

（大卫与拔示巴同室以後，先知拿单来见他；他作这诗，
交与伶长。）

➢类别：忏悔诗

➢背景：大卫与拔示巴犯了可憎的罪，之后先知拿单责备他

➢关注点：
▪ 一个犯罪之后灵魂深切意识到罪恶，冒犯神，
▪ 非常需要神的恩典。
▪ 诗人盼望藉着认罪、悔改、和祷告祈求复兴。

➢应用：
✓51：1-9 展现了大卫强烈的犯罪感，这让我们能认识到什么？
✓如何在神面前面对我们自己身上的罪？



诗篇51：认罪与祈求赦免
1上帝啊，求你怜悯我，

因为你的慈爱永不改变；

求你除去我的过犯，

因为你有无限的怜悯。

2 求你洗净我的罪过，清除我的罪
恶。

3 我知道自己的过犯，

我的罪恶一直萦绕眼前。

4 我犯罪得罪了你，唯独得罪了你，
做了你看为邪恶的事，

所以你对我的责备是正当的，

你对我的审判是公正的。

5 我生来就是个罪人，在母腹成胎
的时候就有罪。

6 你所喜爱的是内心的诚实，求你使
我内心有智慧。

7 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的罪，使我干
净；

求你洗净我，使我比雪更白。

8 求你让我听到欢喜快乐的声音，

让我这被你压碎的骨头可以欢跳。

9 求你饶恕我的罪过，除去我一切的
罪恶。

10 上帝啊，求你为我造一颗纯洁的
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11 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也不
要从我身上收回你的圣灵。

12 求你让我重新享受蒙你拯救的喜
乐，赐我一颗乐意顺服你的心灵。

13 这样，我就能把你的法则教导罪
人，使他们归向你。

14 拯救我的上帝啊，求你赦免我杀
人流血的罪，使我颂扬你的公义。

15 主啊，求你开我的口，

我要向你发出赞美。

16 你不喜欢祭物，否则我会献上，
你也不喜爱燔祭。

17 你所要的祭是忧伤的心灵。

上帝啊，你必不轻看忧伤痛悔的心。

18 求你恩待锡安，重建耶路撒冷的
城墙。

19 那时，你必悦纳诚心献上的祭物、
燔祭和全牲燔祭，

人们必把公牛献在你的坛上。



诗篇51：结构

A.为个人的恢复祷告（1-2）

B.认罪和悔改（3-6）

C.为复兴祷告（7-12）

B.感恩（13-17）

A.为国家的恢复祷告（18-19）



诗篇51：洗净我（1-6）

1上帝啊，求你 我，

因为你的慈爱永不改变；

求你 我的过犯，

因为你有无限的怜悯。

2 求你 我的罪过，

我的罪恶。

慈爱和怜悯

除去blot out 过犯 (transgressions) 悖逆神

洗净 wash 罪过 (iniquity 罪的恶行) 

清除 cleanse 罪恶 (sin)



诗篇51：洗净我（1-6）

3 我知道自己的过犯，我的罪恶一直萦绕眼前。

4 我犯罪得罪了你，唯独得罪了你，

做了你看为邪恶的事，

所以

。

5 我生来就是个罪人，在母腹成胎的时候就有罪。

6 你所喜爱的是内心的诚实，求你使我内心有智慧。

良心的谴责

得罪了神

接受得罪神的后果

天生有一颗被罪污秽的心
一出身就被罪辖制

神喜爱的是内心的诚实

22 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



诗篇51：复兴我 (7-12)

7 求你用牛膝草 我的罪，使我干净；

求你 我，使我比雪更白。

8 求你让我听到欢喜快乐的声音，

让我这被你压碎的骨头可以欢跳。

9 求你 我的罪过， 我一切的罪恶。

10 上帝啊，求你为我 一颗纯洁的心，

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11 丢弃我，使我离开你， 从我身上收回你的圣灵。

12 求你让我重新享受蒙你拯救的喜乐，赐我一颗乐意顺服你的心灵。

2 求你洗净（wash）
我的罪过（iniquity），
清除（clean）
我的罪恶（sin）。

1 除去blot out iniquity



诗篇51：使用我
13 这样，我就能把你的法则教导罪人，使他们归向你。

14 拯救我的上帝啊，

求你赦免我杀人流血的罪，使我颂扬你的公义。

15 主啊，求你开我的口，我要向你发出赞美。

16 你不喜欢祭物，否则我会献上，你也不喜爱燔祭。

17 你所要的祭是忧伤的心灵。

上帝啊，你必不轻看忧伤痛悔的心。

18 求你恩待锡安，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

19 那时，你必悦纳诚心献上的祭物、燔祭和全牲燔祭，

人们必把公牛献在你的坛上。

歌颂传扬（13-15）

献上神所喜悦的祭(16-17)

为神的山和圣城祷告



诗篇32：认罪与蒙赦免
1 （大卫的训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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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唉哼
而骨头枯乾。

4 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
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乾旱。
（细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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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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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必保佑我脱
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
（细拉）

8 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
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戒你。

9 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嚼
环辔头勒住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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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篇32：作者与背景

➢作者：大卫（32：1）
➢类别：忏悔诗（32：1）
➢背景：与《诗篇》第51篇相同
➢目的：在神面前认罪之后经历了神丰富的赦免恩典和
祝福的大卫以自己的切身经历见证认罪蒙恩之路
➢应用：将罪的本质、罪的影响和痛苦、认罪的秘诀、
赦罪之乐，以及赦罪后所当有的态度等等，都一一清楚
归纳出来，以此成为他人的鉴戒。



诗篇32：结构

A.赦免之福（1-2）

B.从经历学得的功课（3-5）

C.神的保护（6-7）

D.智慧的应许（8）

B.从经历学得的劝诫（9）

C.神的保护（10）

A.以赦免之福为乐（11）



诗篇32：赦免之福

1 得 其 、 其
的，

这人是有福的！

2 凡心里没有 、

，

这人是有福的！

6 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
为义的人是有福的。

7 他说：

罗马书 4:6-8



诗篇32:3-5 来自经历的功课

3 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

因

4 ，

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

我的



诗篇32:6-7 来自经历的功课

5 我向你 我的罪，

我的恶。

我说：

我要向耶和华 我的过犯，

你就 我的罪恶。
1 得 其 、

其 的，

这人是有福的！宣告神赦免了他的罪



诗篇32:6-7   神的保护
6 为此，凡虔诚人都当

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

7 你是我 ；

你必 我脱离苦难，

以得救的乐歌四面 我。



诗篇32:8   智慧的应许
8 我要 你，

你当行的路；

我要 在你身上

你。

9 你不可像那 ，

必用嚼环辔头 他；

不然，就不能驯服。

10 恶人必多受 ；

惟独 的 他。

来自字根：(śkl) 赐给洞察力、悟性

来自字根：(yrh) 训诲、教导

来自字根：(yᶜṣ) 忠告



诗篇32:11   以得赦免为乐

11 你们义人应当
；

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
。

1 （大卫的训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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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赦免之乐蒙赦免之福



课程的总结



思一思，想一想

➢当我试图隐藏罪没有向神承认的时候，我的境
况如何？

➢如果将这些罪程在神面前寻求赦免，我会得到
什么样的喜乐？

➢我的心在哪些地方需要被神洁净？

➢如何在神面前，常有一个认罪，寻求复兴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