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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课  保护我的是耶和华 

Lesson 5 The Lord is my protector 

属灵带领: Spiritual Guidance: 
 

诗篇 40:11  

Shīpiān 40:11. 
 

Chinese New Version (Simplified) (CNVS) 

11 耶和华啊！ 

11 yēhéhuá a!    

求  你的 怜悯  不要  向   我止息； 

 qiú  nǐ de liánmǐn bùyào xiàng wǒ zhǐxī;  

愿  你的 慈爱和 诚实    常常 

yuàn nǐ de cí'ài   hé chéngshí chángcháng  

 

保护 我. 

bǎohù wǒ 

 

 

Psalm 40:11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NIV) 

 

11 Do not withhold your mercy from 

me, Lord; 

   

 

may your love and 

faithfulness always protect me. 
 

听力训练/:  Listening training  
 

上帝的故事之兩個孩子和一位父親 (God's Story: Two Sons and a Fath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DuYUNqW2g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DuYUNqW2g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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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中文/Learn Chinese  

保护我的是耶和华 
 

保护我的是耶和华 

耶和华在我的右鬓荫庇我 

 

白天太阳不能伤我 

夜里月亮也不能害我。 

  

他会保护我 

脱离一切灾害； 

 

他会保护我 

脚步坚定。 

 

他会保护我 

时时刻刻保护我 

我出我入从现在到永远。 

 

The Lord is my protector 
 
The Lord watches over me  
With His right hand He covers me. 
 
The sunshine can't hurt me during the day. 
The moonlight can't harm me at night. 
 
 
He is my protector,  
saving me from evil; 
 
He will be my guide 
when I am lost. 
 
He is my protector, 
Protect me all the time. 
 
He is with me from now to for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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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敬拜/ Worship: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xaKgYq8zHI 

 

保护我的是耶和华 
                                                    bǎohù      wǒ   de    shì    yē     hã    huá 

 

保护 我 的是 耶和华 
Bǎohù  wǒ  de shì yēhãhuá 

 

耶和华 在我的 右 边 荫庇 我 
yēhãhuá  zài wǒ de  yîu biān yī nbì wǒ 

 

白天 太阳  不能  伤   我 
báitiān tàiyáng  bùnãng  shāng  wǒ 

 

夜里月亮   也不能  害 我。 
yâ  lǐ  yuâliàng  yě  bùnãng hài  wǒ. 

 
(X2) 

 
 

他会 保护 我，脱离一切 灾害； 
tā  huì bǎohù wǒ ， Tuō lí   yīqiè  zāihài; 

 

他会 保护  我，脚步 坚  定。 
tā huì  bǎohù   wǒ      jiǎobù jiān    dìng. 

 

他会 保护  我，时时 刻刻 保护 我 
tā huì  bǎohù   wǒ ，shíshí kâkâ   bǎohù   wǒ 

 

我出 我 入从  现在 到 永远。 
wǒ chū wǒ rù  cïng  xiànzài dào yǒngyuǎn 

 

（结束： X2） 

   (Jiãshù –in the end: X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