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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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靠詩
詩篇61-64篇




詩篇第六一篇：信靠詩

分段：


個人的需要（1-4節）

國家的願景（5-7節） 

頌讚（8節）

「求你領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以謙卑的
心，承認神「比我更高」，是我的「磐石」和
「堅固臺」。



詩篇第六二篇：信靠詩

分段：


在敵人面前宣告倚靠神（1-4節）

自己心中述說神為保障（5-8節）

倚靠神與倚靠人的比較（9-12節） 

此篇繼續「神是我的磐石」之主題，表達出信神者
所特有的「患難中的安詳」。當人人都與你作對
（你們大家攻擊一人），而自己又很軟弱的時候
（如同毀壞歪斜的牆），那時要對自己的心說話：
「我的心哪，你當默然無聲，專等候神。」之後，
神賜下能力：「神說了一次、兩次，我都聽見：就
是能力都屬乎神。」。



詩篇第六三篇：信靠詩

分段：


大衛怎樣渴想神（1-3節）

大衛怎樣稱頌神（4-8節）

敵人必敗，王必歡喜（9-11節）


此篇乃信靠詩的經典之作，其中的經節為歷代信徒
所珍愛。當疲乏時：「在乾旱疲乏無水之地，我渴
想你，我的心切慕你。」當感恩時：「因你的慈愛
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頌讚你。」當獨處時：
「我在床上記念你，在夜更的時候思想你。」在各
種情況中：「我心緊緊地跟隨你，你的右手扶持
我。」 



詩篇第六四篇：信靠詩

分段：


詩人哀嘆（1節） 


惡人的暗謀（2 - 6節）


神的作為（7 -10節）


此篇乃為那些受言語傷害的人所作。舌頭有如刀、
箭，言語有如毒藥：「他們磨舌如刀，發出苦毒的言
語，好像比準了的箭。」惡人聯盟，要以謠言害人：
「他們彼此勉勵設下惡計；他們商量暗設網羅，說：
誰能看見？」誰能看見？神能看見！神施行公義，使
他們自作自受，射人者反而被射：「但神要射他們；
他們忽然被箭射傷。他們必然絆跌，被自己的舌頭所
害。」



讚美詩
詩篇65-68篇




詩篇第六五篇：讚美詩

分段：


在聖殿中的神（1–4節） 


在世界中的神（5–8節）


在收割時的神（9 – 13節） 

第65篇是一篇賞心悅意的讚美詩，其中「你以恩典為年

歲的冠冕，你的路徑都滴下脂油」一句，常為信徒所誦
唱不已。此詩字裡行間，深信神垂聽禱告：「聽禱告的
主啊，凡有血氣的都要來就你。」深信神赦免罪孽：
「罪孽勝了我；至於我們的過犯，你都要赦免。」而其
中最深信不疑的，還是神的恩典。神以恩典充滿年歲，
神的路徑如同脂油之滋潤，令人喜樂滿足。 



詩篇第六六篇：讚美詩

分段：


偉大的期盼（1–4節） 


生動的回憶（5–7節）


艱苦的時刻（8–12節）


全心全意的奉獻（13–15節）


個人的見證（16–20節）


這是一篇不凡的讚美詩，在喜樂中含有屬靈的深度。要藉
著我們的口，將神的榮耀顯明，神試煉他的兒女苦難帶來
祝福，罪使人遠離神。全詩以歡呼開始，以稱頌結束：
「神是應當稱頌的！他並沒有推卻我的禱告，也沒有叫他
的慈愛離開我。」 



詩篇第六七篇：讚美詩

分段：


祝福我們，以及萬國（1-2節）

願萬民都讚美你（3節）


是因為喜悅你統治萬邦（4節）

願萬民都讚美你（5節）

祝福我們，以及地的四極（6-7節）

這是一篇簡短的讚美詩，雖然僅有七節，氣魄卻極大：
「神啊，願列邦稱讚你！願萬民都稱讚你！」，「神要
賜福與我們；地的四極都要敬畏他！」，「好叫世界得
知你的道路，萬國得知你的救恩。」有人認為，此詩是
敬拜結束之時，會眾對神的積極回應。 



詩篇第六八篇：讚美詩

分段：


神誇勝（1-6節）


以色列的神帥領其民（7-18節）

稱頌施行救恩的神（19-27節）

以色列的能力是從神來的（28-35節））

這是一篇極為華麗的讚美詩，詳細敘述神的權
能、威榮、慈愛、憐憫，可說是「大珠小珠落
玉盤」，是一曲精彩的交響樂。 



祈禱詩
詩篇69-72篇




詩篇第六九篇：祈禱詩

分段：


義者的苦境（1-6節）

義者受苦的原因（7-12節）

義者的呼求（13-18節）

義者所受的災殃（19-21節）

義者向惡人的心願（22-28節）

義者靠神出死入生（29-36節）


《詩篇》第69篇是除了第22篇之外，《新約聖經》

引用最多的詩。其中有許多經句，被認為是應驗在
耶穌基督身上。   



詩篇第七十篇：祈禱詩

分段：


思求神快來（一節）

論敵所願（二至四節）

望神速來（五節））


這是一篇迫切的祈禱，很短，僅有五節。當情
況緊急時，沒有時間長篇大論，僅能情詞迫切
地直求（因此反而更加真實）。   



詩篇第七一篇：祈禱詩

分段：


從幼到老，神是可靠（一至十三節）

盼望在乎神的公義（十四至十六節）

從幼到老傳揚神的作為（十七至十八節）

向作大事的神歡呼（十九至廿四節）


如同前兩篇，這也是一篇求救詩：「求你憑你的公義
搭救我，救拔我；側耳聽我，拯救我！」此人可能已
經年紀大了，可是年長並不能使人免於危難；他從小
信靠神，人家以為他是怪物，他卻不改初衷。最後，
這位嚐遍人生酸甜苦辣的信徒，以稱頌神來結束他的
祈禱。



詩篇第七二篇：祈禱詩

分段：


祈王是公義的（1-4節）

王位是永遠的（5-7節）

王權是普遍的（8-11節）

王心是憐恤的（12-15節）

王的國中五穀豐盈（16-17節）

稱頌行奇事的神（18-20節）


這是《詩篇》卷二的壓軸詩，以頌榮結束。這首詩的
特殊之處，是為君王代禱。 也有人認為君王是指彌賽
亞，因為其中「人要因他蒙福，萬國要稱他有福」這
些話，只有萬王之王，彌賽亞耶穌基督才配得。



詩篇的結構

1. 詩篇共有150篇，分為五
卷。

2. 分為五卷, 可能是模仿律法
書有五本。

3. 每卷的結尾都有一段「頌榮
doxology」

卷 詩篇 摩西五經

卷一 1〜41 篇 創世記

卷二 42〜72 篇 出埃及記

卷三 73〜89 篇 利未記

卷四 90〜106 篇 民數記

卷五 107〜150 篇 申命記



亞撒詩集
詩亞薩是詩篇第三卷中的主角。其所包含的，是一

組非常出色的詩，它們探討了一系列不同的主題。



詩篇第七三篇：教導詩

分段：


詩人的問題（1 - 12節）

詩人的危機（6 - 8節）


詩人的答覆（9 - 11節）


此篇是一篇精彩絕倫的教導詩。人生最難理解的一
件事，就是惡人享福。 只有來到神的面前，才能
得到新的亮光。原來，人間的結局不是結局，在神
面前才有真正的結局。對這件事的領悟，使人對
神、對人生，有了新的態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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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篇第七四篇：祈禱詩

分段：


一次呼籲：求神記念（1 - 3節）

一次提醒：他們做了什麼（4 - 9節）


一次呼籲：毀滅他們（10-11節）


一次提醒：神做了什麼（12-17節）


一次呼籲：求神為自己申訴（18-23節）


此詩求神興起，為自己的百姓伸冤。神與他的百姓，
就如君王與國民一樣。國民受欺侮是君王的恥辱，神
的百姓受欺侮使耶和華的名受辱。全篇分為兩段，各
十一節，中間的一節（12節）是全篇主題：「神自古

以來為我的王，在地上施行拯救。」。 



詩篇第七五篇：祈禱詩

分段：


向稱頌神（1節）

神向驕傲人報告他必行審判（2-5節）

惟有神使人降卑或升高（6-7節）

警戒惡人並歌頌神（8-9節）

義人必被高舉（10節）


這首詩是啟應的格式，當初可能是在崇拜時使用。
詩中強調神的主權，人間的升降都在乎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