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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作時期�

‧  由摩西時代主前1440年到被擄
至巴比倫主前586年之後�

‧ 約於主前四○五年前，被編輯成書 �

‧ 希伯來文聖經稱此書為:

– 「讚美之書」「讚美的詩歌」
– 「敬拜的詩歌」「讚美書」  �

讚美的祭 



詩篇
•  書名：希伯來文名為：「讚美之書」（Tehillim）。其
起源與聖殿敬拜有關，是敬拜時使用的特別詩歌集（尼
12:46）。七十士譯本把詩篇翻譯為“Psalmos”（拉丁
文及英文名稱即由此而得）。原意是指用手指擊打或扣
絃而造成的音樂，這名稱漸漸被接納為「讚美的詩歌」
。由此可見，敬拜與音樂有分不開的關係。

•  詩篇的標題：詩篇的各個標題顯然是在編輯時加入的，
但在希伯來文聖經中被列為第一節，可見其重要及可
靠性。這些標題所提供的資料如下﹕有關作者、曲調
名稱、詩的內容、歷史背景、音樂名稱、使用樂器和使
用場合等。提到有關作者的資料，尤其指「大衛的詩
」時，希伯來文中所用的前置詞 "le" 可翻譯成「大衛作
的詩」、「為大衛而作的詩」、或「呈獻給大衛的詩
」等。



詩篇的重要性(I) 

•  不但是敬拜的詩歌集，更是精練的神學總綱。
•  包含舊約其他書卷中所涉及的重要主題﹕神的創造、
審判、救贖，神與以色列立約的關係，人的敗壞，聖城
耶路撒冷，從大衛後裔出來的彌賽亞，神永恆的國度，
神的聖潔、公義、慈愛等屬性，勸人離棄罪惡、追求神
的義等等。

•  舊約各卷中，詩篇和以賽亞書是在新約中被引述最多的
書卷。

•  耶穌常常引述詩篇，甚至身懸十架時，也以詩篇的話為
臨終之言（太27:46，引自詩22:1）。

•  教導人與神建立親切的關係，是歷代信徒操練靈性的
經典。



詩篇的重要性(II) 
•  歷代信徒創作聖詩，多以詩篇經文為根據。
•  詩篇如同一面鏡子，反映出人內心中一切的感
受與情緒。

•  詩篇在全本聖經中有其獨特的地位，因為聖經
書卷多半是「向」我們說話，但是詩篇卻
是「為」我們說話。

•  詩篇著作編輯之目的，乃在編成一部人人都能
使用的敬拜手冊。因此詩人發出內心的讚美或
哀求，都成為讀者所能認同的情操。其實詩人
正是把我們內心的感受，以美妙的文字具體地
描繪出來。



讀詩篇的建議

•  帶著敬畏的態度以及一顆祈禱的心，仰望聖靈引導我們進
入真理。

•  多數的詩篇都是極其精短，試試看先高聲朗讀多遍，以後
再細細嚼讀，揣摩詩人所要傳達的信息。反覆思想，並學
習以敏銳的心，進入詩人的心靈境界。如此，我們不單單
是在欣賞一篇美好的詩作，更是把自己融化在詩人的描
述中，從詩人潦倒時的哀泣或歡樂時的讚美中，引發共鳴
之心。

•  把詩篇化成禱告﹕可以直接採用原有字句，或試把某一段
落意譯出來，成為自己向神的讚美與祈求。

•  詩篇是歷代信徒敬拜與靈修的重要幫助。我們可以試著把
一些詩篇整篇背誦起來，讓美好的詩句不再停留於欣賞的
層面，更是潛移默化地進入到我們的生命中。

•  詩篇具有一切抒情詩的特色，例如盡情傾吐、對仗工整、
文辭誇張、以情思的鋪陳而非義理邏輯貫穿全篇等；若要
妥切理會它，必須把它當詩來讀



舊 約 概 梗 的 分 類 
神 
對 
人 
的啟示 

摩西的律法訓誨— 出埃及記 利未記 申命記 

歷史的演義殷鑑--- 創世記 約書亞記 撒母耳記等等 

先知的警語預言--- 以賽亞書 何西阿書 但以理書等等 

人生的智慧啟示--- 約伯記  箴言  傳道書 

人 
對 
神 
的回應 

詩   篇 
對神的頌讚---我卻要常常盼望，並要越發讚美你。 

                        我的口終日要述說你的公義和你的救恩， 
                        因我不計其數。 
                        我要來說主耶和華大能的事； 
                        我單要提說你的公義。(詩71:14-16) 

對神的呼求---求你憑你的公義搭救我，救拔我； 
                        側耳聽我，拯救我！(詩71:2) 

對神的感恩---我從出母胎被你扶持； 
                        使我出母腹的是你。 
                        我必常常讚美你！(詩71:6) 

對神的祈禱---神啊，我到年老髮白的時候， 
                        求你不要離棄我； 
                        等我將你的能力指示下代， 
                        將你的大能指示後世的人。(詩71:18) 



詩 篇 的 作 者 
作  者 篇  數 附  註
摩  西 2篇 第九十篇  

(第九十一篇) 
大  衛 73篇
所羅門 2篇 第七十二篇  

第一二七篇
亞 薩 12篇 50,73-83 

可拉的後裔 11篇 42,44-49,84-85, 
87-88 

希  幔 1篇 第八十八篇
以  探 1篇 第八十九篇
軼  名 48篇



詩 篇 的 作 者 

• 亞薩 -利末族革顺的後裔
• 可拉 -利未支派哥轄之孫
• 希幔 -利未支派哥轄族，約珥的兒子
• 以探 -利未族米拉利一系的後裔（又名「
耶杜頓」) 

• 亞薩與聖殿歌長希幔、以探同時受命，
在恭迎約櫃入耶路撒冷的聖典中主司銅
鈸（代上15:1-19）。大衛指派此三人管
理神殿中歌唱的事（代上6:33，15:17，
1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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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的編排--根據摩西五經編排，首篇為詩題，結朿於讚美詩  
卷一

1-41

大衛/大 衛
所羅門(编) 

創世
記

神的創造、牧養、引領及人的犯罪. 23耶和華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致缺乏。.. 他使我的靈魂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
走義路。..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
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 

卷二

42-72

大衛、可拉
後裔/希西家、
約西亞(编) 

出埃
及記

神的救贖工作 51:10-12神啊，求你為我造清潔的心，使我
裏面重新有正直（或譯：堅定）的靈。不要丟棄我，使我
離開你的面；不要從我收回你的聖靈。求你使我仍得救恩
之樂，賜我樂意的靈扶持我

卷三

73-89

亞薩/希西家
約西亞(编) 

利未
記

幔內的生活，神的道路 89:31-34背棄我的律例，不遵守我
的誡命，我就要用杖責罰他們的過犯，用鞭責罰他們的罪
孽。只是我必不將我的慈愛全然收回，也必不叫我的信實
廢棄。我必不背棄我的約，也不改變我口中所出的

卷四

90-10
6

摩西、軼名/
以斯拉
尼希米(编)

民數
記

行程中神的腳步引導 91:14-16  神說，因為他專心愛我，
我就要搭救他；因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處。
他若求告我，我就應允他；他在急難中，我要與他同在；
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貴。我要使他足享長壽，將我的救恩
顯明給他。

卷五

107-1
50

大衛、軼名/
以斯拉
尼希米(编)

申命
記

神的話語是生命是靈 119:106,108  你公義的典章，我曾起
誓遵守，我必按誓而行。耶和華啊，求你悅納我口中的讚
美為供物，又將你的典章教訓我。



各卷詩篇讚美的結語 
第一卷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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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3) 

第二卷 
(42-72) 

獨行奇事的耶和華以色列的神 
是應當稱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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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西的兒子大衛的祈禱完畢。 
(詩72:18-20) 

第三卷 
(73-89) 

耶和華是應當稱頌的，直到永遠。 
阿們，阿們！(詩89:52) 

第四卷 
(9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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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48) 

第五卷 
(107-150

) 

凡有氣息的都要讚美耶和華！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詩150:6) 



類 別 篇 別 特 質 

樂 歌 共57篇 有樂器伴奏的歌曲或詩章

詩 歌 共35篇 通俗的詩歌 流行曲調

讚美詩 如146-150篇 
(大哈利路亞頌詩) 

心被恩感的頌曲  
可以配上樂器

金 詩 共六篇 16,56-60篇 “鑄造” 表其永恆性

祈禱詩 共五篇17,86,90,102,142 向神獻上感恩,認罪,代求

訓誨詩 共13篇 
1,32,37,42,44,45,52-55,74,78,8

8,89,142 

教導 勉勵 
屬智慧詩歌體裁

字母詩 119 按希伯來字母次序而寫

紀念詩 38,70 求神紀念詩人禱告施拯救

朝聖之歌 
(上行之歌) 
(登階之詩) 

共15篇 120-134篇 *被擄後回歸朝聖登聖殿 
*從以色列全地奔耶路撒冷 

*尼諾加爾門15級階梯



專用名詞 篇 別 註 釋 參 考 

1. 交與伶長 4-6,8,9,11-14等 交與詩班長指導或保存

2. 調用女音 46,48 由女高音或歌女唱出 代上15:20 

3. 慕拉便 9 喪殯曲 哀調 由女高音唱出

4. 細拉 3,4等等 插段 終曲 分段 強聲

5. 休要毀壞 57-59,75 “不要破壞” 危難時的呼求 撒下24:16-17 

6. 百合花 45,60,69,80 紀念神之救贖

7. 遠方無聲鴿 56 遠處橡樹之鴿 哀調

8. 士迦庸 
    (流離歌) 

7 流浪飄離之詩或

激昂悲號之歌 

9. 調用第八 8,81,84 男音 男低音調 代上15:21 



專用名詞 篇 別 註 釋 參 考 

1.迦特樂器 8,81,84 非利士人之絲弦樂器

2.絲弦樂器 4,6,54,55,61,67,76 琴 瑟 迦特等樂器

3.吹的樂器 5 一種詩的風格 “產業”之意

4.朝鹿 22 “旭日” 晨禱之歌

5.麻哈拉 53,88 曲為舞蹈之調 撒下6:14-15 

6.流離歌 7 激昂悲愴之曲

7.愛慕歌 45 “愛歌” 表達愛意

8.耶杜頓 39,62,77 伶長之一 即”以探” 代上15:17 



•  形式分類 1  
形式鑑別學認為，詩篇的形式基本上可以分為

讚美詩 -- 卷四和卷五以讚美詩為主
哀歌詩 -- 卷一至卷三多是祈禱詩（包括哀歌）
感恩詩-- 感恩詩則分佈於卷一、卷二和卷四中 
其中可分為個人詩篇和團體詩篇

•  形式分類 2 
君王詩（2,18,20,21,45,72,89,101,110,144)  
字母詩（9,10,25,34,37,111,112,119,145)  
悔罪詩（6,25,32,38,39,40,51,102,130)  
彌賽亞詩(2,8,16,22,45,69,73,89,110,118,132)  
咒詛詩（52,58,59,69,109,140)  
哈利路亞詩（111-113, 115-117, 146-150)  
「上帝」詩（48-83）
上行詩（120-134）──《新舊約輔讀》 



象徵語法 定  義 經  文 

明喻法 將兩件迥異之
物加以 
比較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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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1:3) 

義人要發旺如棕樹，生長如利巴嫩的香柏樹。 
他們栽於耶和華的殿中，發旺在我們神的院裏。(詩92:12-13) 

暗喻法 以另一物取代
所要表達觀念 
以期凸顯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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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的高臺。(詩18:2) 

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詩119:105) 

換喻法 按著因果或聯
結關係而加以
取代

救我脫離獅子的口；你已經應允我，使我脫離野牛的角。(詩22:21) 

我曾說，我要謹慎我的言行，免得我舌頭犯罪； 
惡人在我面前的時候，我要用嚼環勒住我的口。 (詩39:1) 

舉偶法 以枝葉代替主
幹或以局部代
替全部

我的心默默無聲，專等候神；我的救恩是從他而來。(詩62:1) 

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凡在我裏面的， 
也要稱頌他的聖名！(詩103:1) 



擬人法 將物質或抽象觀
念轉化成有生命
之位格

眾城門哪，你們要抬起頭來，永久的門戶，你們要把頭抬起； 
那榮耀的王將要進來！(詩24:9) 

耶和華作王！他以威嚴為衣穿上； 
耶和華以能力為衣，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堅定，不得動搖。(詩93:1) 

誇張法 以超乎情理的描
述 強調某種情
境之深切

我因唉哼而困乏；我每夜流淚，把床榻漂起，把褥子濕透。(詩6:6) 

因而，我心裏發酸，肺腑被刺。(詩73:21) 

設問法 以問句引發 
注意 以強調 
情詞之迫切 

除了耶和華，誰是神呢？除了我們的神，誰是磐石呢？(詩18:31)  

耶和華啊，這到幾時呢？你要動怒到永遠嗎？ 
你的憤恨要如火焚燒嗎？(詩79:5) 

反諷法 以譏諷語辭 以
暗示適得其反之

果效

他要向惡人密布網羅，有烈火、硫磺、熱風作他們杯中的分。(詩11:6) 

看哪，這就是惡人；他們既是常享安逸，財寶便加增。(詩73:12) 

重複法 將相同的語句再
次表達 以加強
其重要性

耶和華的聲音震破香柏樹；耶和華震碎利巴嫩的香柏樹。(詩29:5) 

神啊，我心堅定，我心堅定；我要唱詩，我要歌頌！(詩57:7) 



詩 的 對 仗 (I) 
對  仗 定  義 例  舉 
同義對仗 以不同的字句

表達同一思想
或觀念 

又得酒能悅人心；得油能潤人面，得糧能養人心。(詩104:15) 
你將我們的罪孽擺在你面前，
將我們的隱惡擺在你面光之中。(詩90:8)  

反義對仗 以不同的字句
表達對立的 
思想或觀念 

惡人一切的角，我要砍斷； 
惟有義人的角必被高舉。(詩75:10) 

進展對仗 首句的意義至
第二句始完整 

我們滿口喜笑，滿舌歡呼的時候，
外邦中就有人說，耶和華為他們行了大事！(126:2) 
說，這是我永遠安息之所；
我要住在這裏，因為是我所願意的。(132:14) 

組合對仗 以兩句以上的
串句 

形成對仗結構 

慈愛的人，你以慈愛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 
清潔的人，你以清潔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彎曲待他。 
(詩18:25-26) 

耶和華的律法全備，能甦醒人心； 
耶和華的法度確定，能使愚人有智慧。 
耶和華的訓詞正直，能快活人的心； 
耶和華的命令清潔，能明亮人的眼目。(詩19:7-8) 



詩 的 對 仗 (II) 

交錯對仗 以交叉方式出現
的平行對仗  
第一與第三句  
第二與第四句 

平行 

以色列啊，你要倚靠耶和華，      第一句 
他是你的幫助和你的盾牌！          第二句 
亞倫家啊，你們要倚靠耶和華，  第三句 
他是你們的幫助和你們的盾牌！  第四句            (詩115:9-10) 

天離地何等的高， 
他的慈愛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 
東離西有多遠， 
他叫我們的過犯離我們也有多遠！(詩103:11-12) 

象徵對仗 以語言組成圖像 
形成對仗 

我如同曠野的鵜鶘；我好像荒場的鴞鳥。 
我儆醒不睡；我像房頂上孤單的麻雀。(詩102:7-8)

我如日影漸漸偏斜而去；我如蝗蟲被抖出來。(109:23)

你妻子在你的內室，好像多結果子的葡萄樹；你兒女圍繞你
的桌子，好像橄欖栽子。(詩128:3) 



甲1    外邦的偶像是金的、銀的，(135:15a) 

          乙1   是人手所造的 (135:15b) 

                丙1    有口卻不能言，(135:16a) 

                       丁1     有眼卻不能看，(135:16b) 

                        丁2    有耳卻不能聽，(135:17a) 

                 丙2    口中也沒有氣息。(135:17b) 

          乙2    造他的要和他一樣，(135:18a) 

甲2    凡靠他的也要如此。(135:19b) 

內 彎 型 對 仗  



離合體字母詩篇 

•  九篇字母篇，——9篇，10篇，25篇，3
4篇，37篇，110篇，112篇，119篇，14
5篇 

•  第一句首字開端的字母，必是第一個字母 
•  最精心的傑作 -119篇, 分成廿二段，每段
八節經文,每一個希伯來文的字母均有八
次的相連 

•  耶利米哀歌全部的排列，也是循此法而成  



彌賽亞詩篇---詩 篇 中 基 督 的 預 表(I) 
第2篇 彌賽亞國度的建立 *第68篇 以色列於彌賽亞國度

*第8篇 基督的人性被棄 *第69篇 悲微受苦(客西馬尼詩) 

*第16篇 基督的復活 第72篇 彌賽亞國度的建立
*第22篇 十架釘刑 救贖主 第89篇 “大衛之約”之詩
*第23篇 大牧人 第102篇 被棄的基督
*第24篇 榮耀的王 第109篇 被棄的基督
*第40篇 存心順服至死 *第110篇 麥基洗德詩
*第41篇 被賣之詩(猶大詩) 第118篇 基督的被棄與受榮
第45篇 王之婚娶(詩篇之雅歌) 第132篇 彌賽亞登寶座(寶座詩) 

• 為大衛之詩 

路 24:44耶穌對他們說、這就是我從前與你們同在之時、所告訴你們的話、說、摩
西的律法、先知的書、和詩篇上所記的、凡指著我的話、都必須應驗。 



第2篇 彌賽亞國度的
建立

受膏者說，我要傳聖旨；耶和華曾對說，你是我的兒子， 
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將列國賜你為基業， 
將地極賜你為田產。(2:6-7) 

*第8篇 基督的人性 
被棄

我觀看你指頭所造的天，並你所陳設的月亮星宿， 
便說，人算甚麼，你竟顧念他；世人算甚麼，你竟眷顧他！(8:3-4) 

*第16篇 基督的復活 因為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在陰間，也不叫你的聖者見朽壞。 
你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16:10-11a) 

*第22篇 十架釘刑 
 救贖主

我的神，我的神，為甚麼離棄我？(22:1) 

犬類圍著我，惡黨環繞我；他們扎了我的手，我的腳。(22:16) 

他們分我的外衣，為我的裏衣拈鬮。(22:18) 

*第23篇 大牧人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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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彌賽亞詩篇---詩篇中基督的預表(III) 
*第24篇 榮耀的王 眾城門哪，你們要抬起頭來，永久的門戶，你們要把頭抬起； 

那榮耀的王將要進來！榮耀的王是誰呢？ 
萬軍之耶和華，他是榮耀的王！(24:9-10) 

*第40篇 存心順服至死 那時我說，看哪，我來了；我的事在經卷上已經記載了。 
我的神啊，我樂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裏。(40:7-8) 

*第41篇 被賣之詩 
(猶大詩) 

連我知己的朋友，我所倚靠吃過我飯的，也用腳踢我。(41:9) 

第45篇 王之婚娶 
(詩之雅歌) 

王女在宮裏極其榮華；她的衣服是用金線繡的。她要穿錦繡的衣服，
被引到王前；隨從她的陪伴童女也要被帶到你面前。(45:13-14) 

*第68篇 以色列於 
彌賽亞國度

以色列的能力是神所賜的；神啊，求你堅固你為我們所成全的事。
因你耶路撒冷的殿，列王必帶貢物獻給你。(68:28-29) 

*第69篇 悲微受苦 
(客西馬尼詩) 

我指望有人體恤，卻沒有一個；我指望有人安慰，卻找不著一個。
他們拿苦膽給我當食物；我渴了，他們拿醋給我喝。(69:20b-21) 

第72篇 彌賽亞國度 
的建立

他的名要存到永遠，要留傳如日之久。 
人要因他蒙福；萬國要稱他有福。(72:17) 



第89篇 “大衛之約” 我尋得我的僕人大衛，用我的聖膏膏他。 
我的手必使他堅立；我的膀臂也必堅固他。(89:20-21) 

他要稱呼我說，你是我的父，是我的神，是拯救我的磐石。 
我也要立他為長子，為世上最高的君王。(89:26-27) 

我也要使他的後裔存到永遠，使他的寶座如天之久。(89:29) 

第102篇 被棄的基督 在急難的日子，求你向我側耳；不要向我掩面。 
我呼求的日子，求你快快應允我！(102:2) 

第109篇 被棄的基督 我所讚美的神啊，求你不要閉口不言。(109:1) 

*第110篇 麥基洗德詩 耶和華起了誓，決不後悔；說： 
你是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永遠為祭司。(110:4) 

第118篇 基督的被棄
與受榮

耶和華雖嚴嚴地懲治我，卻未曾將我交於死亡。(118:18) 

匠人所棄的石頭，已成了房角的頭塊石頭。(118:22) 

第132篇 寶座詩 因為耶和華揀選了錫安，願意當作自己的居所，說，這是我永
遠安息之所；我要住在這裏，因為是我所願意的。(132:13-14) 



新約經文 源自詩篇 

你曾藉著聖靈，託你僕人我們祖宗大衛的口，說：『外邦為甚麼爭鬧？萬民為甚
麼謀算虛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齊起來，臣宰也聚集──要敵擋主， 
並主的受膏者』 (徒4:25-26) 

詩2:1 

祭司長和文士看見耶穌所行的奇事，又見小孩子在殿裏喊著說： 
「和散那歸於大衛的子孫！」就甚惱怒，對他說：「這些人所說的， 
你聽見了嗎？」耶穌說：「是的。經上說， 
『你從嬰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讚美』的話，你們沒有念過嗎？」(太21:15-16) 

詩8:2 

又將萬有服在他的腳下，使他為教會作萬有之首(弗1:22) 詩8:6-8 

約在申初，耶穌大聲喊著說：「以利！以利！拉馬撒巴各大尼！」 
就是說：「我的神！我的神！為甚麼離棄我？」(太27:46) 

詩22:1 

耶穌說、經上寫著、『匠人所棄的石頭、已作了房角的頭塊石頭．這是主所作的、
在我們眼中看為希奇。』這經你們沒有念過麼。(太21:42)

詩118:22 

他倚靠神，神若喜悅他，現在可以救他，因為他曾說： 
『我是神的兒子！』(太27:43) 

詩22:8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約10:11) 詩23:1 

詩41:9 我這話不是指著你們眾人說的，我知道我所揀選的是誰， 
現在要應驗經上的話，說：『同我吃飯的人用腳踢我。』(約13:18) 



彌賽亞詩篇於新約中的引用(II) 

新約經文 源自詩篇 

所以基督到世上來的時候，就說：「神啊，祭物和禮物是你不願意的， 
你曾給我預備了身體；燔祭和贖罪祭是你不喜歡的。那時我說：『神啊， 
我來了，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經卷上，已經記載了。』」(來10:5-7) 

詩40:6-7 

你們從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卻歸到你們靈魂的牧人監督了。(彼前2:25) 詩23:1 

論到子卻說：「神啊，你的寶座是永永遠遠的，你的國權是正直的； 
你喜愛公義，恨惡罪惡，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樂油膏你， 
勝過膏你的同伴。」(來1:8-9) 

詩45:6-7 

因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悅，如經上所記： 
「辱罵你人的辱罵，都落在我身上。」(羅15:3) 

詩69:9 

因為他說：「在悅納的時候，我應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 
看哪！現在正是悅納的時候，現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林後6:2) 

詩69:13 

所有的天使，神從來對哪一個說： 
「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來1:13) 

詩110:1 

就如經上又有一處說：「你是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永遠為祭司。」(來5:6) 詩110:4 



義 

人 

的 

道 

路 

遠離惡事的人 不從惡人的計謀， 
不站罪人的道路， 
不坐褻慢人的座位；(1:1) 

思想律法的人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 
晝夜思想， 
這人便為有福！(1:2) 

結實纍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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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惡 

人 

的 

結 

束 

被風吹散的人 惡人並不是這樣， 
乃像糠秕被風吹散。(1:4) 

站立不住的人 因此，當審判的時候， 
惡人必站立不住； 
罪人在義人的會中也是如此。(1:5) 

通向滅亡的人 因為耶和華知道義人的道路； 
惡人的道路卻必滅亡。(1:6) 



一. 垂聽禱告的神 
1. 大衛向神頌讚

(18:1-3) 
耶和華，我的力量啊，我愛你！(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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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的高臺。(18:2) 

2. 大衛向神呼求
(18:4-6) 

曾有死亡的繩索纏繞我，匪類的急流使我驚懼， 
陰間的繩索纏繞我，死亡的網羅臨到我。(1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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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二. 施行拯救的神 
1. 大衛敬神權能

(18:7-15) 
那時因他發怒，地就搖撼戰抖；山的根基也震動搖撼。(18:7) 
他坐著基路伯飛行；他藉著風的翅膀快飛。(18:10) 
耶和華啊，你的斥責一發，你鼻孔的氣一出， 
海底就出現，大地的根基也顯露。(18:15) 

2. 大衛蒙神護蔽
(18:16-19) 

他從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從大水中拉上來。(18:16) 
他又領我到寬闊之處；他救拔我，因他喜悅我。(18:19) 



三. 手潔心清的人 
1. 大衛對神表明

(18:20-28) 
耶和華按著我的公義報答我，按著我手中的清潔賞賜我。(18:20) 

我在他面前作了完全人；我也保守自己遠離我的罪孽。(18:23) 

你必點著我的燈；耶和華我的神必照明我的黑暗。(18:28) 

2. 大衛因神得勝
(18:29-36) 

除了耶和華，誰是神呢？除了我們的神，誰是磐石呢？ 
惟有那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行為完全的，他是神。(18:31-32) 

他使我的腳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在高處安穩。 
他教導我的手能以爭戰，甚至我的膀臂能開銅弓。 
你把你的救恩給我作盾牌；你的右手扶持我；你的溫和使我為大。 
(18:33-35) 

3. 大衛靠神制敵
(18:37-45) 

因為你曾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能爭戰； 
你也使那起來攻擊我的都服在我以下。(18:39) 

四. 又真又活的神 
1. 大衛尊神為神

(18:46-48) 
耶和華是活神。願我的磐石被人稱頌； 
願救我的神被人尊崇。(18:46) 

2. 大衛得神救恩
(18:49-50) 

耶和華賜極大的救恩給他所立的王，施慈愛給他的受膏者 
──就是給大衛和他的後裔，直到永遠。(18:50) 



祈求之切 耶和華啊，我要求告你！我的磐石啊，不要向我緘默！ 
倘若你向我閉口，我就如將死的人一樣。 
我呼求你，向你至聖所舉手的時候，求你垂聽我懇求的聲音。(28:1-2) 

我終身的事在你手中；求你救我脫離仇敵的手和那些逼迫我的人。 
求你使你的臉光照僕人，憑你的慈愛拯救我。(31:15-16) 

懺悔之意 我幾乎跌倒，我的痛苦常在我面前。 
我要承認我的罪孽；我要因我的罪憂愁。(38:17-18) 
求你將我的罪孽洗除淨盡，並潔除我的罪！ 
因為我知道我的過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51:2-3) 

認信之誠 因為你的慈愛常在我眼前，我也按你的真理而行。 
我沒有和虛謊人同坐，也不與瞞哄人的同群。(26:3-4) 
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見耶和華的恩惠，就早已喪膽了。 
要等候耶和華，當壯膽，堅固你的心！我再說，要等候耶和華！(27:13-14) 

含冤之屈 因他們無故地為我暗設網羅，無故地挖坑，要害我的性命。 
願災禍忽然臨到他身上；願他暗設的網纏住自己； 
願他落在其中遭災禍！(35:7-8) 

惡人的罪過在他心裏說，我眼中不怕神！ 
他自誇自媚，以為他的罪孽終不顯露，不被恨惡。(36:1-2) 

感恩之謝 少壯獅子還缺食忍餓，但尋求耶和華的甚麼好處都不缺。 
眾弟子啊，你們當來聽我的話，我要將敬畏耶和華的道教訓你們。(34:10-11) 
我要向你的聖殿下拜，為你的慈愛和誠實稱讚你的名；因你使你的話顯為大，過於
你所應許的。我呼求的日子，你就應允我，鼓勵我，使我心裏有能力。(138:2-3) 



祈 禱 詩 的 結 構 分 析 (詩三十二篇) 

 呼求神的名 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這人是有福的！ 
凡心裏沒有詭詐，耶和華不算為有罪的，這人是有福的！(詩32:1-2) 

向神陳述苦情 我閉口不認罪的時候，因終日唉哼而骨頭枯乾。 
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盡，如同夏天的乾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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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32:3-5) 

 呼籲神 
施行拯救 

為此，凡虔誠人都當趁你可尋找的時候禱告你；大水泛溢的時候， 
必不能到他那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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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32:6-7) 

申明神信實 
守約的屬性 

我要教導你，指示你當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勸戒你。你不可像那無
知的騾馬，必用嚼環轡頭勒住牠；不然，就不能馴服。(詩32:8-9) 

向神發出 
信心的讚美 

惡人必多受苦楚；惟獨倚靠耶和華的必有慈愛四面環繞他。 
你們義人應當靠耶和華歡喜快樂；你們心裏正直的 
人都當歡呼。(詩32:10-11) 



讚美詩 的 主 題 
稱頌神自己 除了耶和華，誰是神呢？除了我們的神，誰是磐石呢？(詩18:31) 

讚美神 
奇妙的創造 

諸天藉耶和華的命而造，萬象藉他口中的氣而成。 
他聚集海水如壘，收藏深洋在庫房。(詩33:6-7) 

歌頌神的救恩 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醫治你的一切疾病。 
他救贖你的命脫離死亡，以仁愛和慈悲為你的冠冕。(詩103:3-4) 

慶賀 
耶和華作王 

你們要向神歌頌，歌頌！向我們的王歌頌，歌頌！ 
因為神是全地的王；你們要用悟性歌頌。 
神作王治理萬國；神坐在他的聖寶座上。 
列邦的君王聚集要作亞伯拉罕之神的民。因為世界的盾牌是屬神的；
他為至高！(詩47:6-9) 

歡慶神 
登基於錫安山 

耶和華本為大，在我們神的城中，在他的聖山上，該受大讚美！ 
錫安山大君王的城，在北面居高華美，為全地所喜悅。 
神在其宮中，自顯為避難所。(詩48:1-3) 



讚美詩的結構分析(詩六十七篇) 

讚美的引言 願神憐憫我們，賜福與我們，用臉光照我們， 
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萬國得知你的救恩。(67:1-2) 

讚美的原因 神啊，願列邦稱讚你，願萬民都稱讚你！ 
願萬國都快樂歡呼；因為你必按公正審判萬民， 
引導世上的萬國。(詩67:3-4) 

重覆讚美的引言 神啊，願列邦稱讚你，願萬民都稱讚你！ 
地已經出了土產；神就是我們的神，要賜福與我們。 
神要賜福與我們；地的四極都要敬畏他。(詩67:5-7) 



宣  召 
136:1-3 

你們要稱謝耶和華，因他本為善；他的慈愛永遠長存。(136:1) 

你們要稱謝萬神之神，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136:2) 

你們要稱謝萬主之主，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136:3) 

創造的奇妙 
136:4-9 

稱謝那用智慧造天的，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136:5) 

他造月亮星宿管黑夜，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136:9) 

出埃及的奇妙 
136:10-15 

稱謝那分裂紅海的，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136:13) 

他領以色列從其中經過，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136:14) 

行曠野的奇妙 
136:16-26 

稱謝那引導自己的民行走曠野的，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136:16) 

他賜糧食給凡有血氣的，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136:25) 

你們要稱謝天上的神，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136:26) 



神的名 經文出處 經文 
耶和華齊根努 
(Yahweh Tsidkenu) 

The Lord Our Righteousness 

創15:6 
耶23:6 

*亞伯蘭信耶和華，耶和華就以此為他的義. (創15:6) 
*在他的日子，猶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 

 他的名必稱為『耶和華我們的義』(耶23:6) 

耶和華以勒 
(YahwehYireh) 

The Lord Will Provide 

創22:14 *亞伯拉罕給那地方起名叫「耶和華以勒」 
（就是耶和華必預備的意思），直到今日人還說： 
「在耶和華的山上必有預備。」(創22:14) 

耶和華沙瑪 
(Yahweh Shammah) 
The Lord Is There 

創28:15 
結48:35 

*我也與你同在。你無論往哪裏去，我必保佑你，領你歸回  
 這地，總不離棄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應許的。」(創28:15) 
*從此以後，這城的名字必稱為「耶和華的所在」。(結48:35) 

耶和華沙龍 
(Yahweh Shalom) 
The Lord Is Peace 

創49:10 
士6:24 

*圭必不離猶大，杖必不離他兩腳之間；直等細羅（就是賜平安 
  者）來到，萬民都必歸順。(創49:10) 
*於是基甸在那裏為耶和華築了一座壇，起名叫「耶和華沙龍」
（就是耶和華賜平安的意思)(士6:24) 

耶和華拉法 
(Yahweh Rapha) 

The Lord That Heals 

出15:26 *因為我耶和華是醫治你的(出15:26) 

耶和華尼西 
(Yahweh Nissi) 

The Lord My Banner 

出17:15 *摩西築了一座壇，起名叫「耶和華尼西」 
（就是耶和華是我旌旗的意思）(出17:15) 

耶和華羅以 
(Yahweh Raah) 

The Lord My Shepherd 

詩23:1 
賽40:11 
耶31:10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詩23:1a) 



耶和華 神的名 詩篇二十三篇 
耶和華羅以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 (23:1a) 

耶和華以勒 我必不致缺乏。(23:1b) 

耶和華沙龍 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23:2) 

耶和華拉法 他使我的靈魂甦醒，(23:3a) 

耶和華齊根努 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23:3b) 

耶和華沙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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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耶和華尼西 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 
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23:5) 

耶和華沙瑪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 
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23:6)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150:1a) 

在神的聖所讚美他； 
在他顯能力的穹蒼讚美他！(150:1b) 
要因他大能的作為讚美他， 
按著他極美的大德讚美他！(150:2) 
要用角聲讚美他，鼓瑟彈琴讚美他！(150:3) 

擊鼓跳舞讚美他！ 
用絲弦的樂器和簫的聲音讚美他！ 
用大響的鈸讚美他！ 
用高聲的鈸讚美他！(150:4-5) 
凡有氣息的都要讚美耶和華！(150:6a)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150:6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