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congregation of 
the righteous

義人的會



Psalms 1

1.不從惡人的計謀，


不站罪人的道路，


不坐褻慢人的座位，


2.唯喜愛耶和華的律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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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他所做的，盡都順利。



Psalms 1

4. 惡人並不是這樣，


乃像糠秕，被風吹散。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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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因為耶和華知道義人的道路，


惡人的道路卻必滅亡。。



這是㆒首詩嗎︖





詩

形式


文學體裁


語言精練


富有節奏


韻（rhyme）


律（meter）

排列成行


內容


反映生活


抒發情感



詩篇的名稱《詩篇簡介-王牧師》

1. 	原文(希伯來文)書名: tehillim, 意思是「讚美」 	

2. 	七十士譯本(希臘文)書名: “psalms” or 
“psalter” 意思是 “絲弦的樂器 stringed 
instrument”英文聖經則襲用 psalms之名.

3. 中文書名：【詩篇】。

4. 綜合來看


•內容-是詩篇。


•目的-是為了讚美神。


•使用方法-以歌曲的方式唱出。 

5. 【詩篇】就是「讚美的詩歌」. 



希伯來詩的㈵色《詩篇簡介-王牧師》

希伯來詩既無韻也無律。 


擁有「意義上的平行句」，有別於中國詩詞中

的 「對句」。



同義平行句 

諸㆞，和其㆗所充滿的， 


世界，和住在其間的，


 都屬耶和華。


他把㆞建立在海㆖，


安定在大㈬之㆖。


誰能登耶和華的山?


誰能站在他的聖所?


【詩篇24:1-3】 



反意平行句

智慧之子，使父親歡樂，

愚昧之子，叫母親擔憂。 


手懶的，要受貧窮， 


手勤的，卻要富足。 
【箴言10:1，4】 



合義平行句

耶和華的律法全備，能甦醒㆟心。 


耶和華的法度確定，能使愚㆟㈲智慧。


耶和華的訓詞正直，能快活㆟的心，


耶和華的命令清潔，能明亮㆟的眼目。

 【詩篇19:7-8】



小時候，


鄉愁是㆒枚小小的郵票，


我在這頭，


母親在那頭。


長大後，


鄉愁是㆒張窄窄的船票，


我在這頭，


新娘在那頭。


後來啊，


鄉愁是㆒方矮矮的墳墓，


我在外頭，


母親在裡頭。


而現在，


鄉愁是㆒灣淺淺的海峽，


我在這頭，


大陸在那頭。

鄉愁 - 余光㆗



續鄉愁
重生後，


鄉愁是耶穌釘痕的手，


我在這頭，


㆝父在那頭。



毒舌悲歌

習慣性陷入苦毒的思想


核心人格不斷遭受侵蝕


日子一久，


隱藏在犀利言辭後面的


那個人


吃他的餐、


睡他的床，


以實體進入他的人生，


取代原來的他，


掠奪他的幸福。 


信主的人


保守自己的心，


保守自己的口。


不被世俗的風潮牽引，


以口舌讚美主，


以話語建立人。

王文堂牧師





該如何能理解這詩㆗的情感？



藉由詩人的經驗來理解

觀察和解釋



詩篇的作者

作者 數量 篇名

大衛 73

3，4，5，6，7，8，9，11，12，13，14，15，16，17，18，19，20，21，22，
23，24，25，26，27，28，29，30，31，32，34，35，36，37，38，39，40，
41，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8，
69，70，86，101，103，108，109，110，122，124，131，133，138，139，
140，141，142，143，144，145 

亞薩 12 50，73，74，75，76，77，78，79，80，81，82，83 

可拉的後裔 11 42，44，45，46，47，48，49，84，85，87，88 

所羅門 2 72,127

摩西 1 90

以探 1 89

無名氏 50

1，2，10，33，43，66，67，71，91，92，93，94，95，96，97，98，99，
100，102，104，105，106，107，111，112，113，114，115，116，117，
118，119，120，121，123，125，126，128，129，130，132，134，135，
136，137，146，147，148，149，150 



Poet David
詩人大衛



大衛-最偉大的王

• 他是⼀一個擁有特殊經驗的⼈人		

• 他是⼀一個擁有特別恩賜的⼈人	
• 戰⼠士，君王		
• ⾳音樂家，詩⼈人和崇拜禮儀創新者。	

• 他是⼀一個具有特別重要性的⼈人	



詩篇 標註 相關聖經

三 大衛逃避他兒子押沙龍的時候作的詩。 撒下15:13-31

七 大衛指著便雅憫人古實的話，向耶和華唱的流離歌。 撒下16章

十八
耶和華的僕人大衛的詩，交於伶長。當耶和華救他脫離一切仇
敵和掃羅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華念這詩的話，說：

撒下22:1-51

（相同）

三十四 大衛在亞比米勒面前裝瘋，被他趕出去，就作這詩。 撒上21:10-14

五十一 大衛與拔示巴同室以後，先知拿單來見他。他作這詩，交於伶長。 撒下11-12章

五十二
以東人多益來告訴掃羅說：「大衛到了亞希米勒家。」那時，大衛作這
訓誨詩，交於伶長。

撒上22:6-23

五十四
西弗人來對掃羅說：「大衛豈不是在我們那裡藏身嗎？」那時，大衛作
這訓誨詩，交於伶長。用絲弦的樂器。

撒上23:19，26:1

詩篇歷史標註



詩篇 標註 相關聖經

五十六
 非利士人在迦特拿住大衛。那時，他作這金詩，交於伶長。調用遠方

無聲鴿。
撒上21:11-16

五十七
大衛逃避掃羅，藏在洞裡。那時，他作這金詩，交於伶長。調用休要
毀壞。

撒上22:1

五十九
掃羅打發人窺探大衛的房屋，要殺他。那時，大衛作這金詩，交於伶
長。調用休要毀壞。

撒上19:11-17

六十
大衛與兩河間的亞蘭並瑣巴的亞蘭爭戰的時候，約押轉回，在
鹽谷攻擊以東，殺了一萬二千人。那時，大衛作這金詩叫人學
習，交於伶長。調用為證的百合花。

撒下8:13-14

六十三 大衛在猶大曠野的時候，作了這詩。 撒上23:14，24:1

一四二 大衛在洞裡作的訓誨詩，乃是祈禱。 撒上22:1，24:1-7

詩篇歷史標註



Psalms 60:1-5 
大衛與兩河間的亞蘭並瑣巴的亞蘭爭戰的時候，約押轉回，在鹽谷攻擊以東，殺了一萬二千人。

那時，大衛作這金詩叫人學習，交於伶長。調用為證的百合花。

1. 神啊，你丟棄了我們，使我們

破敗，你向我們發怒，求你使

我們復興。


2. 你使地震動，而且崩裂，求你

將裂口醫好，因為地搖動。


3. 你叫你的民遇見艱難，你叫我

們喝那使人東倒西歪的酒。


4. 你把旌旗賜給敬畏你的人，可

以為真理揚起來。（細拉） 

5. 求你應允我們，用右手拯救我

們，好叫你所親愛的人得救。



大衛在鹽谷擊殺了亞蘭〔或作以東見詩篇六十篇詩題〕一萬八千

人回來、就得了大名。又在以東全地設立防營．以東人就都歸服

大衛。大衛無論往那裡去、耶和華都使他得勝。


撒下8:13-14



Psalms 60:1-5 
大衛與兩河間的亞蘭並瑣巴的亞蘭爭戰的時候，約押轉回，在鹽谷攻擊以東，殺了一萬二千人。

那時，大衛作這金詩叫人學習，交於伶長。調用為證的百合花。

1. 神啊，你丟棄了我們，使我們

破敗，你向我們發怒，求你使

我們復興。


2. 你使地震動，而且崩裂，求你

將裂口醫好，因為地搖動。


3. 你叫你的民遇見艱難，你叫我

們喝那使人東倒西歪的酒。


4. 你把旌旗賜給敬畏你的人，可

以為真理揚起來。（細拉） 

5. 求你應允我們，用右手拯救我

們，好叫你所親愛的人得救。



Psalms 34：1-7 
大衛在亞比米勒面前裝瘋，被他趕出去，就作這詩

1. 我要時時稱頌耶和華，讚美他的

話必常在我口中。


2. 我的心必因耶和華誇耀，謙卑人

聽見，就要喜樂。


3. 你們和我當稱耶和華為大，一同

高舉他的名。我曾尋求耶和華，

他就應允我，救我脫離了一切的

恐懼。


4. 凡仰望他的便有光榮，


   他們的臉必不蒙羞。


5. 我這困苦人呼求，耶和華便垂聽，

救我脫離一切患難。


6. 耶和華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圍

安營，搭救他們。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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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日大衛起來，躲避掃羅，逃到迦特王亞吉那裡。亞吉的臣僕對

亞吉說：「這不是以色列國王大衛嗎？那裡的婦女跳舞唱和，不

是指著他說『掃羅殺死千千，大衛殺死萬萬』嗎？」


大衛將這話放在心裡，甚懼怕迦特王亞吉，就在眾人面前改變了

尋常的舉動，在他們手下假裝瘋癲，在城門的門扇上胡寫亂畫，

使唾沫流在鬍子上。亞吉對臣僕說：「你們看，這人是瘋子！為

什麼帶他到我這裡來呢？ 15 我豈缺少瘋子，你們帶這人來在我面

前瘋癲嗎？這人豈可進我的家呢？」


撒母耳記上 21:10-15



Psalms 34：1-7 
大衛在亞比米勒面前裝瘋，被他趕出去，就作這詩

1. 我要時時稱頌耶和華，讚美他的

話必常在我口中。


2. 我的心必因耶和華誇耀，謙卑人

聽見，就要喜樂。


3. 你們和我當稱耶和華為大，一同

高舉他的名。我曾尋求耶和華，

他就應允我，救我脫離了一切的

恐懼。


4. 凡仰望他的便有光榮，


   他們的臉必不蒙羞。


5. 我這困苦人呼求，耶和華便垂聽，

救我脫離一切患難。


6. 耶和華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圍

安營，搭救他們。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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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alms 18：1-3 
耶和華的僕人大衛的詩，交於伶長。當耶和華救他脫離一切仇敵和掃羅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華念

這詩的話，說

1. 耶和華我的力量啊，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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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的高臺。


3. 我要求告當讚美的耶和華，


這樣我必從仇敵手中被救出來。



Psalms 17： A Prayer of David
1. 耶和華啊，求你聽聞公義，


側耳聽我的呼籲，求你留心聽


我這不出於詭詐嘴唇的祈禱。


2. 願我的判語從你面前發出，


願你的眼睛觀看公正。


3. 你已經試驗我的心，


你在夜間鑒察我，你熬煉我，


卻找不著什麼。


我立志叫我口中沒有過失。


4. 論到人的行為，


我藉著你嘴唇的言語，自己謹

守，


不行強暴人的道路。


5. 我的腳踏定了你的路徑，


我的兩腳未曾滑跌。



Psalms 143 - A Psalm of David 

1. 耶和華啊，求你聽我的禱告，留心

聽我的懇求，憑你的信實和公義應

允我！


2. 求你不要審問僕人，因為在你面

前，凡活著的人沒有一個是義的。


3. 原來仇敵逼迫我，將我打倒在地，

使我住在幽暗之處，像死了許久的

人一樣。


4. 所以我的靈在我裡面發昏，我的心

在我裡面悽慘。


5. 我追想古時之日，思想你的一切作

為，默念你手的工作。


6. 我向你舉手，我的心渴想你，如乾

旱之地盼雨一樣。（細拉）



Korah, Son of
可拉的後裔



可拉後裔

•可拉本⼈人因反抗摩⻄西受咒詛，地便便開⼝口吞了了他和他⼀一黨的⼈人，
但可拉的眾⼦子沒有死亡。	

•可拉的後裔作了了守會幕的（歷代志上9：17-19	&	26）。他們⼜又
是負責唱歌（歷代志上6:22-27）。	

•可拉後裔的詩篇，都有深刻屬靈的教訓。	

•他們能夠在神的殿中唱詩彈琴，就隨時表達神的慈愛和憐憫。
他們的祖宗可拉，既被神所處分，但他們卻蒙神⼀一樣的慈愛。

因此他們更更有讚美的原因。		

包忠杰《詩篇注解》



Psalms 42- 可拉後裔的訓誨詩，交於伶長

1.神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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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我晝夜以眼淚當飲食，人不住地對我說：「你的神
在哪裡呢？」


4.我從前與眾人同往，用歡呼稱讚的聲音，領他們到
神的殿裡，大家守節。我追想這些事，我的心極其
悲傷。


5.我的心哪，你為何憂悶？為何在我裡面煩躁？應當
仰望神，因他笑臉幫助我，我還要稱讚他。



⽥田野的走獸向你發喘．因為溪⽔水乾涸、火也燒滅曠野的草場。（珥1:20）



Psalms 42- 可拉後裔的訓誨詩，交於伶長

1.神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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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我晝夜以眼淚當飲食，


人不住地對我說：「你的神在哪裡呢？」


4.我從前與眾人同往，用歡呼稱讚的聲音，領他們到

神的殿裡，大家守節。我追想這些事，我的心極其

悲傷。


5.我的心哪，你為何憂悶？為何在我裡面煩躁？


應當仰望神，因他笑臉幫助我，我還要稱讚他。



藉由前後經文來理解

觀察和解釋



Psalms 115 - Not to us 

1. 耶和華啊，


榮耀不要歸於我們，不要歸於我

們，要因你的慈愛和誠實歸在你

的名下！


2. 為何容外邦人說：「他們的神在

哪裡呢？」


3. 然而我們的神在天上，都隨自己

的意旨行事。


4. 他們的偶像是金的銀的，是人手

所造的。


5. 有口卻不能言，有眼卻不能看，


6. 有耳卻不能聽，有鼻卻不能聞，


7. 有手卻不能摸，有腳卻不能走，

有喉嚨也不能出聲。


8. 造他的要和他一樣，凡靠他的也

要如此。



該如何能連結這詩㆗的情感？



Psalms 1

1.不從惡人的計謀，


不站罪人的道路，


不坐褻慢人的座位，


2.唯喜愛耶和華的律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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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他所做的，盡都順利。



Psalms 1

4. 惡人並不是這樣，


乃像糠秕，被風吹散。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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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因為耶和華知道義人的道路，


惡人的道路卻必滅亡。。



你喜愛這首詩嗎？



•你不走惡人的道嗎？


•你「喜愛」神的話語嗎？


•你「晝夜思想」神的話語嗎？


•你「凡事盡都順利」嗎？



Are you righteous︖
你是義人嗎？



Psalms 15: 
Portrait of Righteous

1. 耶和華啊，誰能寄居你的帳幕？

誰能住在你的聖山？


2. 就是行為正直，做事公義，心裡說實話的人。


3. 他不以舌頭讒謗人，不惡待朋友，


也不隨夥毀謗鄰里。


4. 他眼中藐視匪類，卻尊重那敬畏耶和華的人。


他發了誓，雖然自己吃虧，也不更改。


5. 他不放債取利，不受賄賂以害無辜。


行這些事的人，必永不動搖。



Portrait of Evildoer

1. 愚頑人心裡說：「沒有神！」他們都是邪惡，行

了可憎惡的事，沒有一個人行善。


2. 耶和華從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沒有，有

尋求神的沒有。


3. 他們都偏離正路，一同變為汙穢；並沒有行善的，

連一個也沒有。


4. 作孽的都沒有知識嗎？他們吞吃我的百姓，如同

吃飯一樣，並不求告耶和華。


《詩篇十四篇1-4節》



Psalms14：5-7

5. 他們在那裡大大地害怕，


因為神在義人的族類中。


6. 你們叫困苦人的謀算變為羞辱，然而耶和華是

他的避難所。


7. 但願以色列的救恩從錫安而出！耶和華救回他

被擄的子民，那時雅各要快樂，以色列要歡喜。



Psalms 32 - 大衛的訓誨詩 
1. 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這人是有

福的！


2. 凡心裡沒有詭詐，耶和華不算為有罪

的，這人是有福的！


3. 我閉口不認罪的時候，因終日唉哼而

骨頭枯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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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

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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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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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他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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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alms 32 - A Maskil[a] of David 

8. 我要教導你，指示你當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

上勸誡你。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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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惡人必多受苦楚，唯獨倚靠耶和華的，必有慈愛

四面環繞他。


11. 你們義人應當靠耶和華歡喜快樂，你們心裡

正直的人都當歡呼！



Psalms 33：1-3

1.義人哪，你們應當靠耶和華歡樂！正直人

的讚美是合宜的。


2. 你們應當彈琴稱謝耶和華，用十弦瑟歌頌他。


3. 應當向他唱新歌，彈得巧妙，聲音洪亮。



Psalms 33：20-22 

20. 我們的心向來等候耶和華，他是我們的幫助，

我們的盾牌。


21. 我們的心必靠他歡喜，因為我們向來倚靠他的

聖名。


22. 耶和華啊，求你照著我們所仰望你的，向我們

施行慈愛。



Psalms 24 

1. 地和其中所充滿的、世界、和住在其間的、都屬

耶和華。


2. 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


3. 誰能登耶和華的山．誰能站在他的聖所．


4. 就是手潔心清、不向虛妄、起誓不懷詭詐的人。


5. 他必蒙耶和華賜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成義。


6. 這是尋求耶和華的族類、是尋求你面的雅各。

〔細拉〕



“當我們回到詩篇第一篇時，我們會發現整本詩篇都

是由一種將所有灰色地帶二分為白與黑的神學開始，

這種神學將所有人分成兩類：


第一類（不管他們犯了什麼罪）都是義人；


另一類（儘管他們有可敬之處）都是惡人。”

-Michael Wilcock《詩篇-神⼦民的禱告》



這見證就是神賜給我們永生，這永生也是在他兒子裡

面。人有了神的兒子，就有生命；沒有神的兒子，就

沒有生命。（約翰一書5:11-12）



藉由我們的經驗來體會

應用



–約翰﹒ 加爾文 《詩篇註釋》序言

“詩篇是「靈魂所有部分的解剖學」…


因為人類可以察覺的情感沒有一個不在詩篇中呈現出來，

一如鏡中反影一般。” 



Psalms 13： How long, O Lord?

1. 耶和華啊，你忘記我要到幾時呢？


要到永遠嗎？


你掩面不顧我要到幾時呢？


2. 我心裡籌算，終日愁苦，要到幾時呢？


我的仇敵升高壓制我，要到幾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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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免得我的仇敵說「我勝了他」，免得我

的敵人在我搖動的時候喜樂。


5. 但我倚靠你的慈愛，我的心因你的救恩

快樂。


6. 我要向耶和華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



Psalms 77： 亞薩的詩，照耶杜頓的做法，交於伶長。

1. 我要向神發聲呼求，我向神發聲，他必

留心聽我。


2. 我在患難之日尋求主，我在夜間不住地

舉手禱告，我的心不肯受安慰。


3. 我想念神，就煩躁不安；我沉吟悲傷，

心便發昏。（細拉）


4. 你叫我不能閉眼，我煩亂不安，甚至不

能說話。


5. 我追想古時之日，上古之年。


6. 我想起我夜間的歌曲，捫心自問，我心

裡也仔細省察：


7. 難道主要永遠丟棄我，不再施恩嗎？


8. 難道他的慈愛永遠窮盡，他的應許世世

廢棄嗎？


9. 難道神忘記開恩，因發怒就止住他的慈

悲嗎？（細拉）



不肯受安慰

打發人送到他們的父親那裡說、我們撿了這個、請認一認、是你兒子的

外衣不是。他認得、就說、這是我兒子的外衣、有惡獸把他喫了、約瑟

被撕碎了、撕碎了。雅各便撕裂衣服、腰間圍上麻布、為他兒子悲哀了

多日。他的兒女都起來安慰他．他卻不肯受安慰、說、我必悲哀著下陰

間到我兒子那裡．約瑟的父親就為他哀哭。


創世記37:34-35


耶和華如此說、在拉瑪聽見號咷痛哭的聲音、是拉結哭他兒女不肯受安

慰、因為他們都不在了。


耶利米書31:15



Psalms 77： 亞薩的詩，照耶杜頓的做法，交於伶長。

1. 我要向神發聲呼求，我向神發聲，他必

留心聽我。


2. 我在患難之日尋求主，我在夜間不住地

舉手禱告，我的心不肯受安慰。


3. 我想念神，就煩躁不安；我沉吟悲傷，

心便發昏。（細拉）


4. 你叫我不能閉眼，我煩亂不安，甚至不

能說話。


5. 我追想古時之日，上古之年。


6. 我想起我夜間的歌曲，捫心自問，我心

裡也仔細省察：


7. 難道主要永遠丟棄我，不再施恩嗎？


8. 難道他的慈愛永遠窮盡，他的應許世世

廢棄嗎？


9. 難道神忘記開恩，因發怒就止住他的慈

悲嗎？（細拉）



Psalms 77： 亞薩的詩，照耶杜頓的做法，交於伶長。

10.我我便說：「這是我的懦弱，但我要追念至

高者顯出右手之年代。」


11.我要提說耶和華所行的，我要記念你古時的奇

事。


12.我也要思想你的經營，默念你的作為。


13.神啊，你的作為是潔淨的，有何神大如神呢？


14.你是行奇事的神，你曾在列邦中彰顯你的能力。

15.你曾用你的膀臂贖了你的民，就是雅各和約瑟

的子孫。（細拉）


16.神啊，諸水見你，一見就都驚惶，深淵也都戰

抖。


17.雲中倒出水來，天空發出響聲，你的箭也飛行

四方。


18.你的雷聲在旋風中，電光照亮世界，大地戰抖

震動。


19.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你的腳蹤無

人知道。


20.你曾藉摩西和亞倫的手引導你的百姓，好像羊

群一般。



該如何能看見神在這詩㆗的心意？



藉由使徒的眼光來看見神



Psalms 22： 大衛的詩，交於伶長。調用朝鹿。

1. 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為什麼

遠離不救我，不聽我唉哼的言語？


2. 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應允；夜間

呼求，並不住聲。


3. 但你是聖潔的，是用以色列的讚美為寶座[a]

的。


4. 我們的祖宗倚靠你，他們倚靠你，你便解

救他們。


5. 他們哀求你便蒙解救，他們倚靠你就不羞

愧。


6. 但我是蟲，不是人，被眾人羞辱，被百姓

藐視。


7. 凡看見我的都嗤笑我，他們撇嘴搖頭，說：

8. 「他把自己交託耶和華，耶和華可以救他

吧！耶和華既喜悅他，可以搭救他吧！」


9. 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懷裡，你就

使我有倚靠的心。


10.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裡，從我母親生

我，你就是我的神。



Psalms 22： 大衛的詩，交於伶長。調用朝鹿。

11.求你不要遠離我，因為急難臨近了，沒有

人幫助我。


12.有許多公牛圍繞我，巴珊大力的公牛四面

困住我。


13.牠們向我張口，好像抓撕吼叫的獅子。


14.我如水被倒出來，我的骨頭都脫了節，我

心在我裡面如蠟熔化。


15.我的精力枯乾，如同瓦片，我的舌頭貼在

我牙床上。你將我安置在死地的塵土中。


16.犬類圍著我，惡黨環繞我，他們扎了我的

手、我的腳。


17.我的骨頭我都能數過，他們瞪著眼看我。


18.他們分我的外衣，為我的裡衣拈鬮。


19.耶和華啊，求你不要遠離我！我的救主啊，

求你快來幫助我！


20.求你救我的靈魂脫離刀劍，救我的生命[b]

脫離犬類！



詩篇廿二篇應驗基督受難經文《詩歌書讀經講義》

詩篇 《新約》 經文 附註

22：1
太27：46		
可15：34

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
耶穌在十字架上所說的第

三句話。

22：7-8

路路23：35		
太27：39		
可15：29

凡看見我的都嗤笑我，他們撇嘴搖頭，

說：「他把自己交託耶和華，耶和華可

以救他罷。耶和華既喜悅他，可以搭救

他罷。」

耶穌被釘十字架時，旁邊

觀看的人譏笑他。

22：16
約19：34		
、37

他們扎了我的手，我的腳。
兵丁用槍扎耶穌確定他死

了。

22：18
太27：35		
可15：24

他們分我的外衣，為我的裏衣拈鬮。 兵丁分耶穌的衣服。



Psalms 22： 大衛的詩，交於伶長。調用朝鹿。

20.我求你救我的靈魂脫離刀劍，救我的生命

脫離犬類！


21.救我脫離獅子的口！你已經應允我，使我

脫離野牛的角。


22.我要將你的名傳於我的弟兄，在會中我要

讚美你。


23.你們敬畏耶和華的人，要讚美他！雅各的

後裔，都要榮耀他！以色列的後裔，都要

懼怕他！……

11.你因那使人成聖的、和那些得以成

聖的、都是出於一．所以他稱他們

為弟兄、也不以為恥、


12.『我要將你的名傳與我的弟兄、在

會中我要頌揚你。』


（希伯來書第二章）



–Frenz Delitzsch 《詩篇廿二篇註釋》

“大衛降卑，滿心埋怨，落入深淵，落入超乎他痛苦的

深淵；大衛升高，滿懷盼望，升至高處，升至超乎他的

痛苦所應得之補償的高處。” 



–潘霍華

“這是祂採取人性，站立在神面前的禱告。這其實也

是我們的禱告，然而，因為他比我們更認識我們自己，

也因為祂為了我們的緣故成為真正的人，這確實也是

祂的禱告，而這個禱告之所以成為我們的禱告，唯獨

因為這是祂的禱告。” 



– C. Hassell Bullock 《詩篇概論》

“舊約聖經，尤其是詩篇（再沒有其他書卷像它一樣

把人性和神性如此緊密結合在一起），以「道成肉身」

這含括一切的光芒表達出來。” 



Psalms 1

1.不從惡人的計謀，


不站罪人的道路，


不坐褻慢人的座位，


2.唯喜愛耶和華的律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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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他所做的，盡都順利。



Psalms 1

4. 惡人並不是這樣，


乃像糠秕，被風吹散。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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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因為耶和華知道義人的道路，


惡人的道路卻必滅亡。。



In whatever you do, 
you prosper?

你凡事盡都順利嗎？



Psalms 23 - A Psalm of David 
1.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2.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

歇的水邊。


3.他使我的靈魂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

我走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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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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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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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hael Wilock《詩篇-神⼦民的禱告，128篇註釋》

“老經驗告訴他們：第一篇的看法往往看似錯誤的，但更深

的經歷教導他們，最終，錯的事情總會被更正過來。如果他

們迷失了方向，他們總會被帶回正確的軌道上，重新找到方

向。祝福真的會臨到敬畏神的人身上，而平安總會臨到以色

列人；但這樣的恩典並不是廉價，隨手可得的。” 



要如何讀聖經詩歌？



如何讀聖經詩歌

慢慢讀 


因為這是詩 



Psalms 5 - A Psalm of David 

1. 耶和華啊，求你留心聽我的

言語，顧念我的心思。


2. 我的王我的神啊，求你垂聽

我呼求的聲音，因為我向你

祈禱。


3. 耶和華啊，早晨你必聽我的

聲音；早晨我必向你陳明我

的心意，並要警醒。



如何讀聖經詩歌（一）

慢慢讀 


因為這是詩 


兩句一讀 


因為有上下句


用不同的角度來讀


字句間的關係


詩句間的關係


段落間的關係


詩篇間的關係




如何讀聖經詩歌（二）

以欣賞的眼光讀 


因為這些是經過時間考驗的文學傑作


以歸向神的心而讀 


因為這是聖經詩歌的目的



在祢的律例中自樂

要思想，要深入思想，要盡心深入思想


要查考，要多多查考，要盡力多多查考


要求吿，要懇切求告，要盡意懇切求告


要讚美，要大聲讚美，要盡性大聲讚美



-趙勻科

“開始時，覺得沒說出來的比說出來的多，該說的

沒說，莫明其妙。深思後，仍覺沒說出來的比說出

來的多，但該說的都說了，感動莫名。” 



課程參考資料

王文堂牧師【詩歌書讀經講義】第二版


洛杉磯西區華語浸信會，2014年



課程參考資料

劉少平【一步一步學詩篇】上，下


天恩出版社，2013年



課程參參考資料

Michael Wilcock【詩篇-神⼦子⺠民的禱告】上，下

校園書房出版社，2010年年



課程參考資料

C. Hassel Bullock【詩篇概論】

美國麥種傳道會，2010年



–哥林多前書 8:2

“若有人以為自己知道什麼，按他所當知道的，他仍是

不知道。” 



–哥林多前書 8:3

“若有人愛神，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