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約概論-智慧書 第五堂 詩篇(二)
一、詩篇中的讚美：
《詩篇》的希伯來文原文意思是「讚美的詩」，讚美是本書的中心題目。全書共有五卷，
每卷均以稱頌讚美的話作結，卷一的結語在（四一13），卷二的結語在（七二18-19），
卷三的在（八九52），卷四的在（一零六48），卷五的在（一五零6）。《詩篇》全書是
以（一四五至一五零篇）一共五篇讚美的詩作總結的，由此可見作者們對這主題的重視。
詩 41:13 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是應當稱頌的、從亙古直到永遠。阿們、阿們。
詩 72:18 獨行奇事的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是應當稱頌的‧19 他榮耀的名、也當稱頌、
直到永遠‧願他的榮耀、充滿全地。阿們、阿們。
詩 89:52 耶和華是應當稱頌的、直到永遠。阿們、阿們。
詩 106:48 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是應當稱頌的、從亙古直到永遠。願眾民都說、阿們。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詩 150:6 凡有氣息的、都要讚美耶和華。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一) 讚美的原因
1. 神的創造
詩 19:1 〔大衛的詩、交與伶長。〕諸天述說 神的榮耀‧穹蒼傳揚他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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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當稱謝進入他的門、當讚美進入他的院‧當感謝他、稱頌他的
名。
2. 神的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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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 95:1 來阿、我們要向耶和華歌唱、向拯救我們的磐石歡呼。
3. 神的律法
詩 119:164 我因你公義的典章、一天七次讚美你。
詩 119:171 願我的嘴發出讚美的話‧因為你將律例教訓我。
4. 神的本性
詩 22:3 但你是聖潔的、是用以色列的讚美為寶座的。〔寶座或作居所〕
詩 35:28 我的舌頭、要終日論說你的公義、時常讚美你。
詩 96:4 因耶和華為大、當受極大的讚美‧他在萬神之上當受敬畏。
詩 106:1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要稱謝耶和華、因他本為善‧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5. 神的作為
詩 72:18 獨行奇事的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是應當稱頌的‧
詩 96:3 在列邦中述說他的榮耀、在萬民中述說他的奇事。4 因耶和華為大、當受極大
的讚美‧他在萬神之上當受敬畏。
詩 150:2 要因他大能的作為讚美他、按著他極美的大德讚美他。
(二) 神的子民當滿有讚美
詩 22:22 我要將你的名傳與我的弟兄‧在會中我要讚美你。
詩 34:1 〔大衛在亞比米勒面前裝瘋、被他趕出去、就作這詩。〕我要時時稱頌耶和
華‧讚美他的話必常在我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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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 135:1你們要讚美耶和華。你們要讚美耶和華的名。耶和華的僕人、站在耶和華殿中、
站在我們 神殿院中的、你們要讚美他。
詩 145:21 我的口要說出讚美耶和華的話‧惟願凡有血氣的、都永永遠遠稱頌他的聖名。
詩 147:1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因歌頌我們的 神為善為美‧讚美的話是合宜的。
(三) 讚美的祭
來 13:15 我們應當靠著耶穌、常常以頌讚為祭、獻給 神、這就是那承認主名之人嘴唇
的果子。
讚美和讚美的祭有一點不同。讚美就如平常大衛每天讚美神七次。但是有一天，
也許遭遇很不好的環境、很痛苦的事情、很不愉快的情形，按理來講是讚美不出來。
可是如果流著眼淚仍舊來讚美，那個時候的讚美就是一個「祭」。詩篇裡的讚美乃
是祭，乃是神的子民在神的面前有一個感覺、在神面前有一個傾吐，在經歷中“邊
流淚邊讚美，讚美比前更甘甜”。
二、詩篇中的五卷：
詩篇之組成是編者據摩西五經之要旨而分卷，故亦分五卷，每卷之要義與摩西五經之要義
先後遙應。第一卷詩的內容和創世記遙遙相對：第二卷和出埃及記遙遙相對；第三卷和利
未記遙遙相對；第四卷和民數記是相對的；第五卷則和申命記是相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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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創世記

利未記

卷

論以色列的
聖所

論以色列在
曠野之經歷

論以色列神
的律法

神對人所定
的旨意

神選民受暴
虐呼救

聖民如何在
聖所中事奉
神

由曠野到迦
南

重申律法之
精要

論人

論信徒得贖

論神殿

論信徒得救
後生活

論神的話

人的福樂在
於遵命

信徒在苦難
中蒙拯救

聖徒在聖所
中蒙福

從曠野到安
息

神的道為信
徒生命之中
心

1 － 41

42 － 72

73 － 89

90 － 106

107 －150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要
義

申命記

論以色列的
得贖

篇
各

民數記

論人

義

詩

出埃及記

詩篇其編輯的過程分為數段時期：
1.第一卷的的詩及卷二內各篇（51－72）乃大衛（或其後人）所編，以供禮拜之用。
2.第二卷（其餘各篇）與第三卷乃希西家（代下 29:30）與約西亞（或其選人）所編成的。
3.第四與第五卷是被擄歸回時代的以斯拉與尼希米所編訂，而以斯拉則為五卷之總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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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一卷（一至四十一篇）創世記：神的旨意，要人成為祂的居所
第一卷詩篇主要由大衛執筆，與創世記相似。創世記指出人的被造、墮落犯罪，然後得到
神救贖的應許，這卷的許多詩篇同樣論及了人蒙祝福、墮落以及被神拯救。
1. 人－蒙福的情形（第一篇，‘不從惡人的計謀…這人便為有福’）；就好像創世記
第—、二章，起初神創造天地，當時亞當和夏娃是沒有罪的，是蒙福的人；
2. 墮落的情形；（二至十五篇，由墮落而至與神為敵）；就好像創世記第三章到第十一
章所記載的
3. 恢復的情形。（十六至四十一篇，因神的救恩而恢復到蒙福的地位），就好像創世記
第十二章到五十章一樣。
詩 1:1

詩 36:8

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褻慢人的座位、2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
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3 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按時候結果子、
葉子也不枯乾‧凡他所作的、盡都順利。
他們必因你殿裏的肥甘、得以飽足‧你也必叫他們喝你樂河的水。9 因為在你
那裏、有生命的源頭‧在你的光中、我們必得見光。

(二) 第二卷（四十二至七十二篇）出埃及記：神的救贖工作
這卷詩篇主要由大衛和可拉後裔寫成，與出埃及記相似。出埃及記描述以色列國的雛型，
這卷的許多詩篇也是描寫國家的毀滅和復興。神拯救以色列，祂也拯救我們，我們不用自
己去尋找解決辦法，可以把難題帶到神那裡，尋求祂的幫助。
1. 神的子民以色列百姓遭受逼迫和他們的呼籲；（四十二至四十九篇）；出埃及記一開始
也是呼籲； 有一個呼籲的聲音達到神的面前。
2. 救贖主；（五十至六十篇）；就好像出埃及記，神興起救贖一樣。
3. 救贖。（六十一至七十二篇），神將祂的百姓從地的四極第二次帶出，進入國度，正像
第一次帶出埃及，進入迦南。
詩 42:1

〔可拉後裔的訓誨詩、交與伶長。〕 神阿、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2
我的心渴想 神、就是永生 神‧我幾時得朝見 神呢。
詩 44:26 求你起來幫助我們、憑你的慈愛救贖我們。
(三) 第三卷（七十三至八十九篇）利未記：幔內的生活，神的道路
這卷詩篇主要由亞薩所寫，與利未記相似，論及會幕和神的聖潔，其中許多詩篇提到聖殿
和神的王位，因為神是全能的，我們可以求祂拯救我們；因為祂是聖潔的，所以要讚美祂；
祂的完全聖潔，配得我們的敬拜和尊崇。
1. 人與聖所（七十三至八十三篇）；
2. 神與聖所（八十四至八十九篇）。
詩 73:1 〔亞薩的詩。〕神實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
詩 73:17 等我進了 神的聖所、思想他們的結局。18 你實在把他們安在滑地、使他們掉
在沉淪之中。
詩 73:25 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誰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沒有所愛慕的。26 我的肉
體、和我的心腸衰殘‧但 神是我心裏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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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第四卷（九十至一零六篇）民數記：行程中神的腳步引導
開始是摩西在曠野流蕩中所寫的一首詩，題及民數記的經歷，以色列人因罪倒斃曠野。民
數記是一卷‘曠野的書’ ，或作‘美地的書’ 。本卷的中心思想就是‘美地’ 。以色列
百姓在曠野地漂泊中渴想到那更美之地得安息，本卷中國度的詩篇豫示神必使祂的百姓在
國度中得安息。
詩 90:1 〔神人摩西的祈禱。〕主阿、你世世代代作我們的居所。2 諸山未曾生出、地
與世界你未曾造成、從亙古到永遠、你是 神。
詩 90:12 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
詩 106:24他們又藐視那美地、不信他的話、 . . . 47 耶和華我們的 神阿、求你拯救我們、
從外邦中招聚我們、我們好稱讚你的聖名、以讚美你為誇勝。
(五) 第五卷（一零七至一五十篇）申命記：神的話語是生命是靈
本卷的中心思想是‘神的話，’正像申命記是重新申述神的話。特別是一百十九篇，其中
所有的教訓都是圍繞著遵守神的律法。這卷詩篇也是讚美和稱謝神和祂的話語的讚歌，大
多數的詩篇原本是配合音樂，在敬拜中使用的。
詩 107:1 你們要稱謝耶和華、因他本為善‧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詩 107:21 但願人因耶和華的慈愛、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稱讚他。22 願他們以感謝為
祭獻給他、歡呼述說他的作為。
詩 119:105 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
整個詩篇結束於第一百五十篇的讚美：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哈利路亞）！在神的聖所讚美祂，在祂顯能力的穹蒼讚美祂！」你
在那裡讚美祂呢？你在祂的聖所讚美祂，在祂顯能力的穹蒼中讚美祂。我們為什麼要讚美
祂呢？「要因祂大能的作為讚美祂，按著祂極美的大德讚美祂。」你怎樣來讚美祂呢？
「要用角聲讚美祂，鼓瑟彈琴讚美祂；擊鼓跳舞讚美祂，用絲弦的樂器和蕭的聲音讚美祂；
用大響的鈸讚美祂，用高聲的鈸讚美祂。」用你所有的一切來讚美祂。誰會讚美祂呢？
「凡有氣息的都要讚美耶和華！你們要讚美耶和華（哈利路亞）！」
作業二：請收集現今有譜能唱以詩篇為內容的詩歌(歌名，經節，作曲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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