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 经
Scripture Reading

恩信浸信會

诗篇 128:1-6（上行之诗 A Song of Ascents ）



1    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
有福！

Blessed is every one who fears the LORD, who walks in his ways!

2    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
情顺利。
You shall eat the fruit of the labor of your hands; you shall be 

happy, and it shall be well with you.

3    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
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
好像橄榄栽子。
Your wife will be like a fruitful vine within your house; your 

children will be like olive shoots around your table.

诗篇 128:1-6（上行之诗A Song of Ascents ）



4   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
福！
Lo, thus shall the man be blessed who fears the LORD.

5   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
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
The LORD bless you from Zion! May you see the prosperity of 

Jerusalem all the days of your life!

6   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
于以色列！
May you see your children's children! Peace be upon Israel!

诗篇 128:1-6



讲 道
Sermon

蔡宁牧师 主讲

福从家开始
Blessing starts from your household

恩信浸信会



福从家开始
Blessings start from your household

詩篇 Psalm 128篇





「福」字应译「快乐」
Blessings should be translated as happy, joyful 

当我们有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心，
愿意走在祂的道路上，

我们是最快乐的人
When we have a heart that fears the Lord and is willing to walk 

on His path, we are the happiest people.

v1    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
人便为有福！
Blessed is every one who fears the LORD, who walks   

in his ways!



诗篇 128:1-6（上行之诗）

福从家开始
Blessings start from your household

詩篇 Psalm 128篇



主耶穌的父母也因敬畏神而蒙福
The parent of Lord Jesus also be blessed as they obeyed God



家 Household / Home (Chinese Character)

The earliest house is used to worship ancestors or family meetings. The lower 

part is wild boar which is a very rare offering, so the most solemn sacrifice is the 

sacrifice of wild boar. The extended meaning is a place to live.

平民百姓是屋廊下摆「 豖」 （ 猪） 作祭
拜， 就是「 家」 。 后来引申为「 住所」
等义。



以弗所书 Ephesians 2:19

19 这样，你们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与
圣徒同国，是 了；So then you are 

no longer strangers and sojourners, but you are fellow citizens 

with the saints and members of the household of God,

教会是我家
The church is my home



后现代婚姻的一个大挑战
同性恋者组织合法的家庭。

同性婚姻注册的国家自2001年由荷兰
起始，到2013年4月17日新西兰成为
同性婚姻合法的国家。



全球有26个同性婚姻注册的国家。 另
外，全球几十个国家及地区，有关同性
婚姻的政治与法律辩论正在进行中。

这个时代撒旦的最大阴谋，就是不断破
坏神要赐福的家庭。

后现代婚姻的一个大挑战



福从家开始
Blessings start from your household

詩篇 Psalm 128篇



诗篇 128:1-6



上行之诗篇: (120-134 - 共十五篇)

上殿之诗/敬拜之诗

朝圣者上耶路撒冷朝⾒见神，
在路上所唱的诗歌。

背景： 朝圣者每年上耶路撒冷守节时，
在路上边⾏行边唱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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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女)：

应(男)：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

有福了！你要吃劳碌得来的；

你要享福，凡事顺利。

启应式宣告: (v1-2)

吴经熊的《圣咏释义》



启：

应： 凡你妻子在你内室，好像多结

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

的桌子，如同橄榄栽子(树苗)。

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

蒙福！

启应式宣告：(v3-4)



启：

应：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

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

愿你看见你的子子孙孙！

愿平安归于以色列！

启应式宣告：(v5-6)



福从家开始
Blessing starts from

your household

詩篇 Psalm 128篇



福从家开始
Blessing starts from

your household

詩篇 Psalm 128篇



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

了！ 要吃劳碌得来的；

要 ，凡事顺利。

(v1-2)

Blessed is every one who fears the LORD, who walks in his ways!

You shall eat the fruit of the labor of your hands; you shall be 

happy, and it shall be well with you.



是「儿子的惧怕」，不是怕
刑罚，乃是怕父亲不喜欢。

It is "the fear of the son" is not afraid of punishment, 

but is afraid that his father does not like it.

(v1-2)



你要吃劳碌得来的；

你要 ，凡事顺利。
You shall eat the fruit of the labor of your hands; you 

shall be happy, and it shall be well with you.

(v1-2)



世人看的成功
• 韦氏英英字典（Merriam-Webster）将成功定

义为「人生已取得财富、赢得尊重或声望
」。

• 李嘉诚蝉联 20 年的香港首富，许多人都好
奇他的成功究竟是从何而来？答案是：抢
学问、思考未来。

• 马云「不在乎别人怎麽说，坚持自己是对
的就做下去。」就是这份坚持，造就了今
日的成功。

《天下雜誌》《哈佛商業評論》



在世人眼中成功，在神看为失败

耶稣说：「…人的生命不
在乎家道丰富。」 (路12:15)
耶稣说：「有一个财主田
产丰盛；自己心裡思想说：
『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
怎麽办呢？』…(路12:16-21)

「…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
有什么益处呢？ 」(路9:25)

(v1-2)



福从家开始
Blessing starts from

your household

詩篇 Psalm 128篇



凡你妻子在你内室，好像多结果子

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

如同橄榄栽子。看哪，敬畏耶

和华的人必要这样 ！

(v3-4)

Your wife will be like a fruitful vine within your house;                                

your children will be like olive shoots around your table.

Lo, thus shall the man be blessed who fears the LORD.



，表示夫妇感情
深厚、忠贞，是彼此相爱的一个描述。因为
他们感情很好，就能靠主的恩典生养众多。

象徵结实丰富，忠心的妻子
一心一意照料家，生儿育女。

亦作「橄榄树枝」 ，为常
青树木，用途甚多，喻儿女前途未可限量。

- 儿女满堂。

(v3-4)



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

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 。

诗128

橄榄栽子(嫩枝)

充满油的枝条

Sons of oil
(亚4:14)

充满圣灵者



凡你妻子在你内室，好像多结果子

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

如同橄榄栽子。

(v3-4)

Your wife will be like a fruitful vine within your house;                                

your children will be like olive shoots around your table.

Lo, thus shall the man be blessed who fears the LORD.



福从家开始
Blessing starts from

your household

詩篇 Psalm 128篇



愿耶和华从锡安 给你！愿你

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

愿你看见你的子子孙孙！

愿平安归于以色列！

：(v5-6)

The LORD bless you from Zion! May you see the prosperity of 

Jerusalem all the days of your life!                                                                

May you see your children's children! Peace be upon Israel!              



有神的赐福

一个神所建造的家庭，必是蒙福
的家庭，而且神要我们看见儿孙
众多。

「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
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
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 」诗篇
128 ：5-6



得享属灵的福气

旧约中「锡安」和「耶路撒冷」是
敬拜神的中心，是神同在的代表，
也就是预表今天的教会。

一切赐福都是从神的圣殿流出来的！

一个蒙福的人，不仅享受到家庭之
福，也必能过丰富美好的教会生活，
因着全家参予事奉而灵性增长，得
享属灵的福气。





福从家开始
Blessing starts from

your household

詩篇 Psalm 128篇



所有从家而来的福(快乐)           
都必以敬畏神为基础

All the blessings (happy) from home will be based on              

the fear of God.

v1    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
人便为有福！

Blessed is every one who fears the LORD, who walks   

in his ways!



今日的应用：

你是否是耶和华所亲爱的人？

盼望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敬畏神可以让你享受到你劳碌
所得的，敬畏神也可以让你的
全家蒙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