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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alms
詩篇



2/9/2014 Warren Wang

讀經班的⾦句

聖經都是神所默⽰的，於教訓、督責、使⼈歸正、
教導⼈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的⼈得以完全，預

備⾏各樣的善事。（提後3:16-17）


All Scripture is God-breathed and is useful for  teaching, 
rebuking, correcting and training in  righteousness, so that 
the servant of God may be  thoroughly equipped for every 

good work.（2 Tim.  3:16-17, NIV）



2/9/2014 Warren Wang

讀經者的信念

我相信聖經是神

的話語，是基督

徒生活與信仰的

最高準則。


我相信神的話語

是活潑常存的，

神會藉著聖經向

他的兒女說話。


我相信一個人若

喜愛並遵行神的

話語，這人便為

有福。



2/9/2014 Warren Wang

讀經班的君⼦協定

1. 上課之前讀完指定的經
文（每週十五篇） 

2. 有良好的學習態度，不
遲到早退，不無精打采 

3. 每次上課接受隨堂測驗
（請勿看聖經）



2/9/2014 Warren Wang

讀經者的禱告

願主的道興旺（在我裡

面，在教會，在社區）！


願主賜福我讀經的日子！



詩篇第卅一篇：祈禱詩

分段：


急難中呼求神的拯救(1 – 5 節) 

因神的慈愛和憐憫得安慰(6 – 8 節)


苦難中祈求神的恩典(9 – 13節)


信心中仰望倚靠神(14 – 20 節)


信心的讚美與勸勉(21 – 24 節) 

大衛被人攻擊，情況危急，他以信心向神求告，深信
神必解救。這首詩詳述自己的困苦，以及對神的信
靠，其中所表現的信心，在諸詩篇中最為堅固強烈。



詩篇第卅二篇：悔罪詩

分段：


有福了，有福了(1-2節)  

蒙恩者的見證(3-7節)  

神的教導，8-11節。  

這是一首悔罪詩，也是一首感恩詩。大衛向神
承認自己的過犯，知道已經蒙神赦免，因此而
獻上心中的感謝。傳統上被認為是七篇悔罪詩

之一（6，32， 38，51，102， 130，143）



詩篇第卅三篇：讚美詩

分段：


宣召（1 - 3節） 


讚美（4 - 19節）


讚美神的創造（4 - 11節）


讚美神的揀選（12–19節）


回應（20 - 22節）


這是崇拜時所用的讚美詩，分為宣 召，讚美，
回應三部分，結構完整。主要的內容是讚美，分
為兩部分:第一，頌讚神的作為；第二，述說信
神之福。



詩篇第卅四篇：讚美與教導詩

分段：


受讚美的主（1 - 3節） 


個人和眾人的主（4 - 7節）


值得被信靠的主（8-10節）


主所求的（11 - 14節）


主所做的（15-18節）


主所應許的（19-22節）

這首詩將「讚美」和「教導」融合 在一起，是較為希
罕的結構。主要內容是 讚美神，因他拯救了我，並因
此而教導 人，要過一種蒙神喜悅，會得到神拯救的 生
活。



詩篇第卅五篇：咒詛詩

分段：


受祈求神的保護（1 – 10節） 


惡人恩將仇報（11 – 18節）


求神公義的審判（19 – 28節） 

因個人的苦難而向神祈求，因他是天上的戰
士，也是公義的審判官。受苦的原因，是因為
過去的朋友恩將仇報，和惡人一起攻擊他。禱

告分為三段（4-10, 11-18, 19-28），每段

都以頌讚和感恩結束。 



詩篇第卅六篇：祈禱與讚美詩

分段：


惡人的道路（1 – 4節） 


義人的道路（5 – 9節）


個人的回應（10 – 12節） 

此篇融合了「祈禱」和「讚美」， 簡潔而優
美。祈禱屬於一般性，不涉及個 人。讚美極
為崇高，稱頌神的慈愛。在猶 太人的傳統
中，以7-10節為晨禱。 



詩篇第卅七篇：教誨詩（字母詩）

分段：


惡人的成功（1 – 11節） 


惡人的敵意（12 – 20節）


惡人所遭的咒詛（21 – 31節） 


惡人的將來（32 – 40節）

這是一首教誨詩，屬於智慧文學，內容是「善
惡的比較」。全詩以「承受地土」為主題，說
明哪一種人才會在神所賜 的土地上過幸福的
生活。 



詩篇第卅八篇：祈禱詩（悔罪詩）

分段：


痛悔的認罪（1 - 4節）

身體的痛苦（5 - 8節）

向主祈求（9 - 15節）

在敵人面前靠神（16 - 22節）

這是七首悔罪詩之一，大衛因犯罪 而受神懲
罰，遭受病痛，他的朋友也於此 時離棄他，並
有人無緣無故和他作對。大 衛求神赦免，早日
拯救他。  



詩篇第卅九篇：祈禱詩

分段：


忠心說「保持緘默」（1 - 3節）

困惑說「請說話」（4 - 6節）


信服說「保持緘默」（7 - 9節）

謙卑說「說話吧」（10 - 13節）


這是一個謙卑的祈禱，感嘆人生之短暫，其中
又會犯罪，並因此受苦。禱告極為謙卑，不為
自己的遭遇辯白，只求神施恩，使自己在「去
而不返」之先，可以 力量復原。   



詩篇第四十篇：祈禱詩

分段：


向後看（1 - 3節）

向上看（4 - 5節）


向裡面看（6 - 8節）

向外面看（9 - 11節）


向四周看（12 - 15節）


向前看（16 - 17節）


這個祈禱有一個很長的前言（1-10節），作為向神祈
求的依據。禱告的內容（11-17節）是求神將他從患
難中解救出 來，遭難的原因之一是因為自己犯罪，參
考38-39篇。   



詩篇第四十一篇：祈禱詩

分段：


信心的宣告（1 - 3節）

病中的遭遇（4 - 9節）


信心的祈求（10 - 12節）


卷尾頌榮（13節）


這是病中的祈禱，大衛臥病不起，敵人 盼望
他早死，朋 友也趁機打擊他。大衛自知得罪
了神，但是相信神會赦免他， 使他從病中好
起來。   



可拉後裔

•可拉本⼈因反抗摩⻄受咒詛，地便開⼝吞了他和他⼀黨的⼈，
但可拉的眾⼦沒有死亡。	

•可拉的後裔作了守會幕的（歷代志上9：17-19	&	26）。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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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們卻蒙神⼀樣的慈愛。

因此他們更有讚美的原因。		

包忠杰《詩篇注解》



第四十二篇：


分段：


被曬乾（1-5）


被淹沒（6-11）


從結構上來看，42篇與43篇是同一首
詩，全詩分為三段，每段的結尾相同 
（42:5, 11; 43:5）。詩的內容是求神
拯救，並向自己的心說話，叫它不要
憂悶， 應當仰望神。 

第四十三篇：


分段：


被冤枉（1-5）


本詩的內容與42篇相似，是同一首 

詩的第三段，有相同的結尾。 


8 13 

12 ) 

詩篇卷二：祈禱詩



⽥野的走獸向你發喘．因為溪⽔乾涸、火也燒滅曠野的草場。（珥1:20）



詩篇第四十四篇：祈禱詩

分段：


敘述過去的勝利（1 - 8節）

敘述今日的困苦（9 - 16節）


表明對主的忠誠（17 - 22節）


向主獻上祈禱（23 - 26節）


以色列人與敵人戰爭，於大敗之後向神祈求幫助。
結構上本詩屬於「層塔詩 ziggurat psalm」，一層
一層向上走，最上面才是祭壇，所以將祈禱放在詩
的最後。第一層敘述過去的勝利，第二層敘述今日
的困苦，第三層表明對主的忠誠，第四層是祭壇，
向主獻上祈禱。



詩篇第四十五篇：讚美詩

分段：


頌詞（1 - 2節）

君王（3 - 9節）


新婦（10 - 15節）


頌詞（16 - 17節）


這這是君王結婚時的讚美詩。 


本詩也是一首彌賽亞詩篇，6-7節被用來證實
基督（來1: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