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屬性與作為的讚美經文 

神的全能 

（詩 19:1- 4）諸天述說神的榮耀。穹蒼傳揚他的手段。這日到那日發出言語；

這夜到那夜傳出知識。無言無語，也無聲音可聽。他的量帶通遍天下，

他的言語傳到地極。神在其間為太陽安設帳幕。 

（詩 21:13）耶和華啊，願你因自己的能力顯為至高！這樣，我們就唱詩歌頌

你的大能！ 

（詩 96:5）外邦的神都屬虛無，惟獨耶和華創造諸天。 

（詩 104:1-5）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耶和華我的神啊，你為至大！你

以尊榮威嚴為衣服，披上亮光，如披外袍，鋪張穹蒼，如鋪幔子。在水

中立樓閣的棟梁，用雲彩為車輦，藉著風的翅膀而行，以風為使者，以

火燄為僕役，將地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動搖。 

（耶 32:17）主耶和華啊，你曾用大能和伸出來的膀臂創造天地，在你沒有難

成的事。 

（啟 1:8）主神說：「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

全能者」 

神的慈愛 

（詩 25:10）凡遵守他的約和他法度的人，耶和華都以慈愛誠實待他。 

（詩 31:21）耶和華是應當稱頌的！因為他在堅固城裡向我施展奇妙的慈愛。 

（詩 33:18）耶和華的眼目看顧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愛的人， 

（詩 36:5）耶和華啊，你的慈愛上及諸天；你的信實達到穹蒼。 

（詩 51:1）神啊，求你按你的慈愛憐恤我，按你豐盛的慈悲塗抹我的過犯！ 

（詩 63:3）因你的慈愛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頌讚你。 

（詩 66:20）神是應當稱頌的！他並沒有推卻我的禱告，也沒有叫他的慈愛離

開我。 

（詩 86:5）主啊，你本為良善，樂意饒恕人，有豐盛的慈愛，賜給凡求告你

的人。 

（詩 86:15）主啊，你是有憐憫、有恩典的神，不輕易發怒，並有豐盛的慈愛

和誠實。 

（詩 90:14）求你使我們早早飽得你的慈愛，好叫我們一生一世歡呼喜樂。 

（詩 100:5）因為耶和華本為善，他的慈愛存到永遠，他的信實直到萬代！ 

（詩 136:3）你們要稱謝萬主之主，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詩 136:4）稱謝那獨行大奇事的，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詩 136:5）稱謝那用智慧造天的，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詩 136:25）他賜糧食給凡有血氣的，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詩 138:8）耶和華必成全關乎我的事。耶和華啊，你的慈愛永遠長存！求你

不要離棄你手所造的。 

（約 3:16）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

亡，反得永生。 

（羅 5:8）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

明了。 

神的聖潔 

（利 11:45）我是把你們從埃及地領出來的耶和華，要作你們的神，所以你們

要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 

（詩 99:9）你們要尊崇耶和華我們的神，在他的聖山下拜，因為耶和華我們

的神本為聖。 

（詩 22:3）但你是聖潔的，是用以色列的讚美為寶座的。 

（來 12:14）你們要追求與眾人和睦，並要追求聖潔；非聖潔沒有人能見主。 

（彼前 1:15, 1:16）那召你們的既是聖潔，你們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聖潔。

因為經上記著說："你們要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 

神的公義 

（詩 7:9）願惡人的惡斷絕；願你堅立義人！因為公義的神察驗人的心腸肺

腑。 

（詩 7:11）神是公義的審判者，又是天天向惡人發怒的神。 

（詩 9:8）他要按公義審判世界，按正直判斷萬民。 

（詩 19:9）耶和華的道理潔淨，存到永遠；耶和華的典章真實，全然公義。 

（詩 36:6）你的公義好像高山，你的判斷如同深淵。耶和華啊，人民、牲畜，

你都救護。 

（詩 36:10）願你常施慈愛給認識你的人，常以公義待心裡正直的人。 

（詩 37:6）他要使你的公義如光發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 

（詩 82:3）你們當為貧寒的人和孤兒伸冤，當為困苦和窮乏的人施行公義。 

（詩 89:14）公義和公平是你寶座的根基；慈愛和誠實行在你前面。 

（詩 119:142）你的公義永遠長存；你的律法盡都真實。 

（詩 119:144）你的法度永遠是公義的，求你賜我悟性，我就活了。 

（詩 145:17）耶和華在他一切所行的，無不公義；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愛。 

（約一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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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信實 

（申 7:9）所以你要知道耶和華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實的神，向愛他、守他

誡命的人守約施慈愛，直到千代； 

（詩 36:5）耶和華啊，你的慈愛上及諸天；你的信實達到穹蒼。 

（詩 89:2）因我曾說，你的慈悲必建立到永遠，你的信實必堅立在天上。 

（詩 96:13）因為他來了，他來要審判全地。他要按公義審判世界，按他的信

實   審判萬民。 

（詩 100:5）因為耶和華本為善，他的慈愛存到永遠，他的信實直到萬代！ 

（約一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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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憐憫 

（詩 78:38）但他有憐憫，赦免他們的罪孽，不滅絕他們；而且屢次消他的怒

氣，不發盡他的忿怒。 

（詩 103:8）耶和華有憐憫，有恩典，不輕易發怒，且有豐盛的慈愛。 

（詩 116:5）耶和華有恩惠，有公義，我們的神以憐憫為懷。 

（詩 119:58）我一心求過你的恩，願你照你的話憐憫我。 

（哀 3:22）我們不至消滅，是出於耶和華諸般的慈愛，是因他的憐憫不致斷

絕。 

（詩 103:13）父親怎樣憐恤他的兒女，耶和華也怎樣憐恤敬畏他的人！ 

神的恩典 

（詩 13:5）但我倚靠你的慈愛，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樂。 

（詩 27:13）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見耶和華的恩惠，就早已喪膽了。 

（詩 30:5）因為，他的怒氣不過是轉眼之間；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

雖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歡呼。 

（詩 34:8）你們要嘗嘗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 

（詩 62:1）我的心默默無聲，專等候神；我的救恩是從他而來。 

（詩 86:15）主啊，你是有憐憫、有恩典的神，不輕易發怒，並有豐盛的慈愛

和誠實。 

（詩 103:2）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他的一切恩惠！ 

（林後 8:9）你們知道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他本來富足，卻為你們成了貧

窮，叫你們因他的貧窮，可以成為富足。 

（林後 12:8,9）為這事，我三次求過主，叫這刺離開我。他對我說："我的恩

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歡



誇自己的軟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弗 1:7）我們藉這愛子的血得蒙救贖，過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豐富的恩典。 

（弗 2:8）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 

（弗 4:1）我為主被囚的勸你們：既然蒙召，行事為人就當與蒙的恩相稱。 

（來 4:16）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地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得憐恤，蒙恩

惠，作隨時的幫助。 

神的同在 

（申 31:8）耶和華必在你前面行，他必與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

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 

（書 1:9）我豈沒有吩咐你嗎？你當剛強壯膽！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因為

你無論往哪裡去，耶和華你的神必與你同在。" 

（詩 2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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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11）萬軍之耶和華與我們同在；雅各的神是我們的避難所。 

（賽 7:14）因此，主自己要給你們一個兆頭，必有童女懷孕生子，給他起名

叫以馬內利（註：就是"神與我們同在"的意思）。 

（賽 41:10）你不要害怕，因為我與你同在；不要驚惶，因為我是你的神。我

必堅固你，我必幫助你，我必用我公義的右手扶持你。 

（約 14:16）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師，叫他永遠與你們同在， 

（啟 21:3）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

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 

神的幫助 

（撒上 7:12）撒母耳將一塊石頭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間，給石頭起名叫以便

以謝，說："到如今耶和華都幫助我們。" 

（詩 33:20）我們的心向來等候耶和華，他是我們的幫助，我們的盾牌。 

（詩 42:11）我的心哪，你為何憂悶？為何在我裡面煩躁？應當仰望神，因我

還要稱讚他。他是我臉上的光榮（註：原文作"幫助"），是我的神。 

（詩 44:26）求你起來幫助我們，憑你的慈愛救贖我們！ 

（詩 46:1）神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力量，是我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 

（詩 118:6）有耶和華幫助我，我必不懼怕，人能把我怎麼樣呢？ 

（詩 121:1,2）我要向山舉目，我的幫助從何而來？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

華而來。 

（詩 124:8）我們得幫助，是在乎倚靠造天地之耶和華的名。 

（賽 41:10）你不要害怕，因為我與你同在；不要驚惶，因為我是你的神。我



必堅固你，我必幫助你，我必用我公義的右手扶持你。 

（耶 3:23）仰望從小山或從大山的喧嚷中得幫助，真是枉然的。以色列得救，

誠然在乎耶和華我們的神。 

（羅 8:31）既是這樣，還有甚麼說的呢？神若幫助我們，誰能敵擋我們呢？ 

（來 4:16）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地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得憐恤，蒙恩

惠，作隨時的幫助。 

神的安慰 

（詩 23:4）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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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19）我心裡多憂多疑，你安慰我，就使我歡樂。 

（詩 119:50）求你記念向你僕人所應許的話，叫我有盼望。這話將我救活了。

我在患難中，因此得安慰。 

（詩 119:52）驕傲的人甚侮慢我，我卻未曾偏離你的律法。耶和華啊，我記

念你從古以來的典章，就得了安慰。 

（詩 119:76）求你照著應許僕人的話，以慈愛安慰我。 

（賽 61:1,2）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因為耶和華用膏膏我，叫我傳好信息

給謙卑的人（註：或作"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醫好傷心的人，報

告被擄的得釋放，被囚的出監牢；報告耶和華的恩年，和我們神報仇的

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羅 15:5）但願賜忍耐、安慰的神，叫你們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穌， 

（林後 1:4）我們在一切患難中，他就安慰我們，叫我們能用神所賜的安慰去

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 

（林後 1:5）我們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 

神的保護 

（詩 17:8）求你保護我，如同保護眼中的瞳人，將我隱藏在你翅膀的蔭下； 

（詩 121:3）他必不叫你的腳搖動，保護你的必不打盹！ 

（詩 121:4）保護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覺。 

（詩 121:5）保護你的是耶和華，耶和華在你右邊蔭庇你。 

（詩 121:7）耶和華要保護你，免受一切的災害。他要保護你的性命。 

（詩 121:8）你出你入，耶和華要保護你，從今時直到永遠。 

（詩 145:20）耶和華保護一切愛他的人，卻要滅絕一切的惡人。 

（箴 3:26）因為耶和華是你所倚靠的，他必保守你的腳不陷入網羅。 



（腓 4:7）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神的拯救 

（出 15:2）耶和華是我的力量、我的詩歌，也成了我的拯救。這是我的神，

我要讚美他；是我父親的神，我要尊崇他。 

（詩 17:7）求你顯出你奇妙的慈愛來，你是那用右手拯救投靠你的，脫離起

來攻擊他們的人。 

（詩 18:2）耶和華是我的巖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

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角，是我的高台。 

（詩 27:1）耶和華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還怕誰呢？耶和華是我性命

的保障（註：或作"力量"）！我還懼誰呢？ 

（詩 31:16）求你使你的臉光照僕人，憑你的慈愛拯救我。 

（詩 34:18）耶和華靠近傷心的人，拯救靈性痛悔的人。 

（詩 68:19）天天背負我們重擔的主，就是拯救我們的神，是應當稱頌的。〔細

拉〕 

（賽 59:1,2）耶和華的膀臂並非縮短，不能拯救，耳朵並非發沉，不能聽見。

但你們的罪孽使你們與神隔絕。你們的罪惡使他掩面不聽你們。 

（路 19:10）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徒 4:12）除他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

可以靠著得救。 

神的眷顧 

（申 11:12）是耶和華你神所眷顧的，從歲首到年終，耶和華你神的眼目時常

看顧那地。 

（詩 8:4）便說，人算甚麼，你竟顧念他？世人算甚麼，你竟眷顧他？ 

（詩 65:9）你眷顧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神的河滿了水；你這樣澆

灌了地，好為人預備五穀。 

（詩 69:16）耶和華啊，求你應允我，因為你的慈愛本為美好；求你按你豐盛

的慈悲，回轉眷顧我。 

（詩 13:3）耶和華我的神啊，求你看顧我，應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

沉睡至死； 

（詩 33:18）耶和華的眼目看顧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愛的人， 

（詩 34:15）耶和華的眼目看顧義人；他的耳朵聽他們的呼求。 

耶和華以勒（Jehovah-Jireh） −  耶和華必預備 

（創 22:7b~8）以撒說：「請看，火與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裡呢？」



亞伯拉罕說：「我兒，神必自己預備作燔祭的羊羔。」於是二人同行。 

（創 22:13~14）亞伯拉罕舉目觀看，不料，有一隻公羊，兩角扣在稠密的小

樹中，亞伯拉罕就取了那隻公羊來，獻為燔祭，代替他的兒子。亞伯拉罕

給那地方起名叫"耶和華以勒"（註：意思就是"耶和華必預備"），直到今日

人還說：「在耶和華的山上必有預備。」 

（約 14:2~3）在我父的家裡有許多住處；若是沒有，我就早已告訴你們了；

我去原是為你們預備地方去。我若去為你們預備了地方，就必再來接你們

到我那裡去；我在哪裡，叫你們也在那裡。 

（林前 2:9）如經上所記：「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

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彼前 1:5）你們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著所預備、到末世要顯現

的救恩。 

耶和華羅以 Jehovah-Rohi （耶和華我的牧者） 

（詩 23:1,2）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

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 

（約 10:11）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 

（約 10:14）我是好牧人，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 

（啟 7:17）因為寶座中的羔羊必牧養他們，領他們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

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 

（詩 100:3）你們當曉得耶和華是神。我們是他造的，也是屬他的；我們是他

的民，也是他草場的羊。 

（賽 53:6）我們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

在他身上。 

（約 10:10）盜賊來，無非要偷竊、殺害、毀壞；我來了，是要叫羊得生命，

並且得的更豐盛。 

耶和華拉法  —  耶和華是醫治我的神 

（出 15:26）又說：「你若留意聽耶和華你神的話，又行我眼中看為正的事，

留心聽我的誡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將所加與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

身上，因為我耶和華是醫治你的。」 

（代下 7:14）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禱告，尋求我的面，轉離他

們的惡行，我必從天上垂聽，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地。 

（詩 103:2,3）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

你的一切罪孽，醫治你的一切疾病。 

（賽 6:10）要使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發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見，耳



朵聽見，心裡明白，回轉過來，便得醫治。'" 

（賽 53:4,5）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我們卻以為他受責

罰，被神擊打苦待了。哪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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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 6:1）來吧，我們歸向耶和華！他撕裂我們，也必醫治；他打傷我們，也

必纏裹。 

耶和華沙龍 Jehovah-Shalom （耶和華賜平安） 

（民 6:24~26）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願耶和華使他的臉光照你，賜恩

給你。願耶和華向你仰臉，賜你平安。' 

（詩 119:165）愛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甚麼都不能使他們絆腳。 

（賽 53:5）哪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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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10）大山可以挪開，小山可以遷移；但我的慈愛必不離開你，我平安

的約也不遷移。"這是憐恤你的耶和華說的。 

（耶 29:11）耶和華說："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不

是降災禍的意念，要叫你們末後有指望。 

（路 2:13,14）忽然，有一大隊天兵同那天使讚美神說："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

神！在地上平安歸與他所喜悅的人！" 

（約 14:27）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的，不像世

人所賜的；你們心裡不要憂愁，也不要膽怯。 

（腓 4:6,7）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

告訴神。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