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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過犯得赦免，罪惡蒙遮蓋的人有福了！2耶和華不算為
有罪，內心沒有詭詐的人有福了！3我閉口不認罪的時
候，因終日呻吟而骨頭枯乾。4黑夜白日，你的手壓在
我身上沉重；我的精力耗盡，如同夏天的乾旱。（細
拉）5我向你陳明我的罪，不隱瞞我的惡。我說：「我
要向耶和華承認我的過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惡。（
細拉）6為此，凡虔誠人都當趁你可尋找的時候向你禱
告；大水氾濫的時候，必不臨到他。7你是我藏身之處
，你必保佑我脫離苦難，以得救的歡呼四面環繞我。
（細拉）8我要教導你，指示你當行的路，我要定睛在
你身上勸戒你。9你不可像那無知的騾馬，須用嚼環韁
繩勒住，不然，牠就不會靠近你。10惡人必多受苦楚；
惟獨倚靠耶和華的，必有慈愛四面環繞他。11義人哪，
你們應當靠耶和華歡喜快樂，心裏正直的人哪，你們
都當歡呼。』詩篇32:1-11 



I. 不誠實：謊言 
1. 每個人都說謊嗎？ 
精心捏造的大謊言 
白色的（white lie, 幫助別人的）小謊言 
沉默而不彰顯事實 
外表假象的行為 
 



- The check is in the mail. 
- I'll start my diet tomorrow. 
- We service what we sell. 
- Give me your number and the 

doctor will call you right 
back. 

- Money cheerfully refunded. 
- One size fits all. 
- This offer limited to the first 

100 people who call in. 
- Your luggage isn't lost, it's 

only misplaced. 
 

- Leave your resume and we'll 
keep it on file. 

- This hurts me more than it 
hurts you. 

- I just need five minutes of 
your time. 

- Your table will be ready in a 
few minutes. 

- Open wide, it won't hurt a bit. 
- Let's have lunch sometime. 
- It's not the money, it's the 

principle. 



2. 說謊的場合 
工作：帳目、表面功夫 
家庭：對家人不誠實 
休閒：誇張體能的表現 
學校：老師及同學 
 



3. 對 神不誠實 
 I Surrender All → I Surrender Some 
 Take My Life and Let It Be → Take My Life 

and Let Me Be 
 I Love to Tell the Story → I Love to Talk 

about Telling the Story 
 It Is No Secret What God Can Do → It Is My 

Secret What God Can Do 
 Where He Leads Me I Will Follow → Where 

He Leads Me, I Will Consider Following 
 Just as I Am → Just as I Pretend to Be 



大衛與拔示巴 
撒母耳記下11-12章 



II. 誠實的祝福 
1. 完全的赦免 vv. 1-2a 
「1過犯得赦免，罪惡蒙遮蓋的人有福了！2耶
和華不算為有罪，」 

過犯得赦免：移走、清除 
罪惡蒙遮蓋：如同羔羊的血遮蓋 
不算為有罪：不在罪的帳目上面 
 
 



2. 內心沒有詭詐 v. 2b 
「內心沒有詭詐的人有福了！」 
大衛以為沒有關係 
大衛欺騙赫人烏利亞 (撒母耳記下23:39) 
大衛對百姓不誠實 
大衛在暗中犯罪 



3. 不認罪被除去 vv. 3-5 
『3我閉口不認罪的時候，因終日呻吟而骨頭
枯乾。4黑夜白日，你的手壓在我身上沉重
；我的精力耗盡，如同夏天的乾旱。（細
拉）5我向你陳明我的罪，不隱瞞我的惡。
我說：「我要向耶和華承認我的過犯」；
你就赦免我的罪惡。（細拉）』 

身體上的惡化：精力耗盡如同夏天的乾旱 
情緒上的惡化：終日呻吟 
靈性上的惡化：手壓在身上沉重 



4. 親密的引導 vv. 8-9 
「8我要教導你，指示你當行的路，我要定睛
在你身上勸戒你。9你不可像那無知的騾馬
，須用嚼環韁繩勒住，不然，牠就不會靠
近你。」 

神的應許：我要 
不是無知的騾馬 
神的眼睛 



5. 誠實是完全的承認並認罪 v. 5 

『5我向你陳明我的罪，(我)不隱瞞我的惡。
我說：「我要向耶和華承認我的過犯」；
你就赦免我的罪惡。（細拉）』 

我認罪 ＝ 神赦免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實的，是公
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
的不義。」約翰一書1:9 



職業高爾夫球選手
Raymond Floyd 



III. 我的回應 
「有些人誠實是因為他們沒有機會不誠實。」 
「耶和華的聖民哪，你們都要愛他！耶和華保護
誠實可靠的人，卻加倍報應行事驕傲的人。」
詩篇31:23 

「我眼要看顧地上誠實可靠的人，使他們與我同
住；行正直路的，他要侍候我。」詩篇101:6 

1. 對 神誠實 
2. 對自己誠實 
3. 對人誠實 



本週金句： 
「遮掩自己過犯的，必不順利；承認且
離棄過犯的，必蒙憐憫。」箴言28:13 



神啊！求祢使我成為誠實的人。  
O Lord, Please Make Me An Honest 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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