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約概論-智慧書 第六堂 詩篇(三)
根據歷代聖徒的經歷，生命的經歷可以分作四層。這四層，就我們的經歷說，第一層可稱
作得救層，第二層可稱作復興層，第三層可稱作十字架層，第四層可稱作屬靈爭戰層。但
就我們和基督的關係說，第一層是在基督裏，第二層是住在基督裏，第三層是基督住在我
們裏面，第四層是基督長成在我們裏面。這四層的經歷都是根據我們和基督的關係。
詩篇基本上是一本靈感的書，用詩歌題材唱出，有豐富的真理和經歷。詩篇帶領我們進入
神的至聖所，藉著禱告、傾吐、默想、安息、讚美…與神交通。本堂課由詩篇我們認識屬
靈生命的經歷。
第一層可稱作得救層─在基督裏
彌賽亞詩篇(詩 2, 8, 22, 23, 24, 40, 41, 45, 68, 69, 72, 89, 97, 110, 118 篇)
詩篇中有16篇是彌賽亞詩篇，預言基督道成肉身，祂的升天，再來。
詩 8:2

你因敵人的緣故、從嬰孩和喫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敵和報仇的、閉口
無言。
詩 40:6 祭物和禮物、你不喜悅‧你已經開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贖罪祭、非你所要。7
那時我說、看哪、我來了‧我的事在經卷上已經記載了。8 我的 神阿、我樂
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裏。
詩 2:7
受膏者說、我要傳聖旨‧耶和華曾對我說、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
徒 13:33 神已經向我們這作兒女的應驗、叫耶穌復活了．正如詩篇第二篇上記著說、
『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
詩 89:26 他要稱呼我說、你是我的父、是我的神、是拯救我的磐石。27 我也要立他為長
子、為世上最高的君王。
詩 110:1〔大衛的詩。〕耶和華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
牧者詩篇(詩 22, 23, 24 篇)
第二十二篇 ─ 好牧人(基督是好牧人，為羊捨命)
詩 22:1 〔大衛的詩、交與伶長、調用朝鹿。〕我的 神、我的 神、為甚麼離棄我‧
為甚麼遠離不救我、不聽我唉哼的言語。
詩 22:16 犬類圍我‧惡黨環繞我‧他們扎了我的手、我的腳。
約 10:11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
第二十三篇 ─ 大牧人(基督是群羊的大牧人，拯救我們的靈、魂、體，全然成聖)
詩 23:1 ［大衛的詩。］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不致缺乏(I shall not want)。
來 13:20 但願賜平安的神、就是那憑永約之血使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穌、從死裏復活的
神、
第二十四篇 ─ 牧長(基督是牧長，榮耀的王要再來)
詩 24:7 眾城門哪、你們要抬起頭來‧永久的門戶、你們要被舉起‧那榮耀的王將要進
來。8 榮耀的王是誰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華、在戰上有能的耶和華。
彼前 5:4 到了牧長顯現的時候、你們必得那永不衰殘的榮耀冠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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赦罪之福
詩 32:1

〔大衛的訓誨詩。〕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這人是有福的。2 凡心裏沒有
詭詐、耶和華不算為有罪的、這人是有福的。
詩 103:3 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醫治你的一切疾病。

救贖代價
詩 49:7

一個也無法贖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將贖價給神、8 叫他長遠活著、不見朽
壞‧因為贖他生命的價值極貴、只可永遠罷休‧

救恩之樂
詩 13:5
詩 35:9
詩 51:12
詩 132:16

但我倚靠你的慈愛‧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樂。
我的心必靠耶和華快樂、靠他的救恩高興。
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樂、賜我樂意的靈扶持我‧
我要使祭司披上救恩、聖民大聲歡呼。

第二層可稱作復興層─住在基督裏

與神同在
詩 43:4
詩 63:1

我就走到神的祭壇、到我最喜樂的神那裏‧神阿、我的神、我要彈琴稱讚你。
〔大在猶大曠野的時候、作了這詩。〕神阿、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尋求
你‧在乾旱疲乏無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2 我在聖所中曾如此瞻
仰你、為要見你的能力、和你的榮耀。
來 10:19 弟兄們、我們既因耶穌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聖所、20 是藉著他給我們開了一
條又新又活的路從幔子經過、這幔子就是他的身體．

得嘗主恩的滋味
詩 34:8
詩 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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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床上記念你、在夜更的時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飽足了骨髓肥油‧我也要
以歡樂的嘴唇讚美你。

得聖靈的滋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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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人豫備五穀。10 你澆透地的溝、潤平脊‧降甘霖、使地和‧其中發長
的、蒙你賜福。

與神的深交
詩 65:4

你所揀選、使他親近你、住在你院中的、這人便為有福‧我們必因你居所、你
聖殿的美福知足了。
詩 73:28 但我親近 神是與我有益‧我以主耶和華為我的避難所、好叫我述說你一切的
作為。
愛慕神
詩 16:2 我的心哪、你曾對耶和華說、你是我的主‧我的好處不在你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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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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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層可稱作十字架層─基督住在我們裏面
大多數的詩篇是在苦難中寫成，大多數的新約書信是在逼迫中寫的。神使祂的長子在苦難
中得榮耀；照樣，使祂的眾兒女在患難中學習順服，得以進入榮耀。有了這樣榮耀的目的，
祂纔不顧他們的眼淚，讓每一次的打擊成為真利益。「如果我們和祂一同受苦，也必和祂
一同得榮耀」(羅八 17)。
苦難中的求告
詩 18:6 我在急難中求告耶和華、向我的 神呼求‧他從殿中聽了我的聲音、我在他面
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
詩 27:5 因為我遭遇患難、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裏、把我藏在他帳幕的隱密處、
將我高舉在磐石上。
詩 46:1 〔可拉後裔的詩歌、交與伶長、調用女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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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6 於是他們在苦難中哀求耶和華、他從他們的禍患中搭救他們‧
詩 142:5 耶和華阿、我曾向你哀求‧我說、你是我的避難所‧在活人之地、你是我的福
分。
苦難的結果
詩 84:5

靠你有力量心中想往錫安大道的、這人便為有福。6 他們經過流淚谷、叫這谷
變為泉源之地‧並有秋雨之福、蓋滿了全谷。
詩 119:67 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現在卻遵守你的話。
詩 119:71 我受苦是與我有益、為要使我學習你的律例。
夜間的歌曲
在每一個夜間，神並不離開我們，祂與我們一同經過每一個試煉，帶來親密的同在與甘甜
的安慰。當我們回想過往的年日，最值得懷念的，常常是在試煉中的日子。每一次記念神
的工作，想起神如何使我們在夜間歌唱，我們會流淚低頭敬拜，感謝神的大愛和恩典。
詩 77:2 我在患難之日尋求主‧我在夜間不住的舉手禱告‧我的心不肯受安慰。
詩 77:6 我想起我夜間的歌曲、捫心自問‧我心裏也仔細省察。
詩 32:7 你是我藏身之處‧你必保佑我脫離苦難、以得救的樂歌、四面環繞我。〔細拉〕
敬畏神
詩 25:14
詩 33:18
詩 34:7
詩 86:11

耶和華與敬畏他的人親密‧他必將自己的約指示他們。
耶和華的眼目、看顧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愛的人、
耶和華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圍安營、搭救他們。
耶和華阿、求你將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專心敬畏你的
名。
詩 111:10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聰明人‧耶和華是永遠當讚美
的。
經流淚谷到錫安朝見神
詩 84:6

他們經過流淚谷、叫這谷變為泉源之地‧並有秋雨之福、蓋滿了全谷。7 他們
行走、力上加力、各人到錫安朝見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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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層可稱作屬靈爭戰層─基督長成在我們裏面
彌賽亞的爭戰與得勝
詩 8:2
你因敵人的緣故、從嬰孩和喫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敵和報仇的、閉口
無言。
詩 45:2 你比世人更美、在你嘴裏滿有恩惠‧所以 神賜福給你、直到永遠。3 大能者
阿、願你腰間佩刀、大有榮耀和威嚴。4 為真理、謙卑、公義、赫然坐車前往、
無不得勝‧你的右手必顯明可畏的事。5 你的箭鋒快、射中王敵之心‧萬民仆
倒在你以下。6 神阿、你的寶座是永永遠遠的‧你的國權是正直的。
基督得勝升天
詩 47:5 神上升、有喊聲相送‧耶和華上升、有角聲相送。
詩 68:18 你已經升上高天、擄掠仇敵、你在人間、就是在悖逆的人間、受了供獻、叫耶
和華 神可以與他們同住。
聖徒的得勝
詩 20:5
詩 27:6
詩 44:3

我們要因你的救恩誇勝、要奉我們 神的名豎立旌旗‧願耶和華成就你一切所
求的。
現在我得以昂首、高過四面的仇敵‧我要在他的帳幕裏歡然獻祭‧我要唱詩、
歌頌耶和華。
因為他們不是靠自己的刀劍得地土、也不是靠自己的膀臂得勝‧乃是靠你的右
手、你的膀臂、和你臉上的亮光、因為你喜悅他們。

上行之詩(詩 120-134 篇)
這十五篇詩乃是告訴我們，一個屬神的人，本來是離開神很遠的，現在一步一步的走，直
走到耶路撒冷神的殿中，並且住在神的殿裏稱頌神的名。
詩 122:1
詩 122:2
詩 122:3
詩 134:1

〔大衛上行之詩。〕人對我說、我們往耶和華的殿去、我就歡喜。
耶路撒冷阿、我們的腳、站在你的門內。
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連絡整齊的一座城。
〔上行之詩。〕耶和華的僕人、夜間站在耶和華殿中的、你們當稱頌耶和華。

哈利路亞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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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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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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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 150:6 凡有氣息的、都要讚美耶和華。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作業三：請由詩篇中的靈程分享您的經歷與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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