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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班金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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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經者的信念

• 1. 我相信聖經是神純全無誤的話語, 是基督徒信仰和
生活的最高準則

• 2. 我相信神會藉著聖經向他的兒女說話

• 3. 我相信一個人若是喜愛神的話語, 並且謹守遵行, 這
人便為有福

• 4. 我相信教會若要復興, 主的道必須先興旺



第31篇：信心的求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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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急難中呼求神的拯救（1–5節）

• 2.因神的慈愛和憐憫得安慰（6–8節）

• 3.苦難中祈求神的恩典（9 –13節）

• 4.信心中仰望倚靠神（14 –20節）

• 5.信心的讚美與勸勉（21 –24節）



第32篇：赦罪之福

介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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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罪蒙赦免而感謝神，傳統上被認為是七篇悔
罪詩之一（6、32、38、51、102、130、143）

（一）有福了，有福了，1-2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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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兩節經文很重要，使徒保羅曾用它們來說明「因信稱義」的真理（羅4：7-8）。

• 赦罪是神的恩典，不是人的功勞，被神稱義的人有福了。此詩以兩次的「有福」
起頭，強調神的赦罪之恩。「赦免」、「遮蓋」、「不算」，詞句雖不同，意思
卻相同，都表示神不再記念一個人的罪。

• 「心裡沒有詭詐」，是因為心中的罪被神洗乾淨了，是神的恩典，不是自己的成
就，和「耶和華不算為有罪」的意思相同。



第32篇：赦罪之福

（二）蒙恩者的見證，3-7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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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氾溢的時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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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先述說不肯認罪之苦（3-4節），進而向神承認自己的罪（5節），並宣告投靠神的
喜樂（6-7節）。
• 作見證的目的是榮耀神，不是標榜自己。
• 「赦免罪人」是神的榮耀，若蒙恩者顧慮自己的顏面，因此而不肯作「罪得赦免」的
見證，就失去了一個榮耀神的機會。大衛並非如此，他願意公開為神作見證。



第32篇：赦罪之福

（三）神的指示，8-11節
• [8]我要教導你，指示你當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勸戒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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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獨倚靠耶和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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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幾節經文，可能是祭司以神的代言人的身分說的。
• 聽到神的話就應當順服，否則就如「無知的騾馬」。「惡人」與「倚靠耶和華的人」
相對，表示「惡人」是那些不肯倚靠神，不願歸向他的人。「義人」與「正直的人」
相呼應，他是蒙神赦免，「不算為有罪」，因此而被神稱義，算為正直的人。



第33篇：合宜的讚美

•此篇是一個很好的讚美範本，用於公眾的崇拜，其中有宣召、讚美、回應三
部份。

•本篇在結構上非常對稱：宣召三節，讚美有兩個八節，回應三節，是3-8-8-3

的格局。總共二十二節，吻合希伯來文字母的數目。

•讚美（4-19節）分為兩部分，第一部份讚美神的創造，第二部分讚美神的揀
選。



第33篇：合宜的讚美

（一）讚美神的宣召，1-3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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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崇拜一開始應當先有宣召，就是大聲的宣告和呼召。宣召說明了崇拜的對象（耶
和華），參加崇拜的人（義人、正直人），崇拜的態度（歡樂），崇拜的內容（讚
美、稱謝、歌頌），崇拜的方法（彈琴、唱歌）。
• 崇拜的對象是最重要的。崇拜者被稱為「義人」和「正直人」，只有這樣的人才
能來到聖潔的神面前。
• 正直人讚美神是「合宜的」，也就是「理所當然的」。
• 讚美者應當「靠耶和華歡樂」，不是受自己情緒的影響，是要讓神主導一切，靠
神而心中喜樂。要藉著音樂讚美神，並且要唱「新歌」。因為有新的經歷，所以才
會作新歌讚美神，顯示出神是又真又活的。
• 來到神面前不要忘記「稱謝耶和華」，不要只是祈求，要數算神的恩典，向神感
恩。



第33篇：合宜的讚美

（二）讚美神的屬性和創造，4-11節

[4]因為耶和華的言語正直，凡他所做的，盡
都誠實。
[5]他喜愛仁義公平；遍地滿了耶和華的慈愛。
[6]諸天藉耶和華的命而造；萬象藉他口中的
氣而成。
[7]他聚集海水如壘，收藏深洋在庫房。
[8]願全地都敬畏耶和華！願世上的居民都懼
怕他！
[9]因為他說有，就有；命立，就立。
[10]耶和華使列國的籌算歸於無有，使眾民的
思念無有功效。
[11]耶和華的籌算永遠立定；他心中的思念萬
代常存。

• 讚美神應當有具體的內容，當根據神的屬
性（神所是的〔who God is〕）和他的作為
（神所做的〔what God does〕）來讚美
他。
• 神是「正直的」、「誠實的」、「公平
的」、「慈愛的」（4-5節），這些都是神的
屬性。我們的神是聖潔的，有崇高的道德屬
性。
• 至於神的作為，首先要讚美神的創造。耶
和華大有能力，他「說有，就有；命立，就
立」。這個世界來自於神，也歸屬於神，神
在其中有絕對的主權。
• 列國有列國的籌算，耶和華有耶和華的籌
算。耶和華的籌算永遠立定，他所命定的事
也必然成就，列國的籌算卻歸於無有。



第33篇：合宜的讚美

（三）讚美神的揀選，12-19節

[12]以耶和華為神的，那國是有福的！他所揀選為自己產業的，那民是有福的！
[13]耶和華從天上觀看，他看見一切的世人；
[14]從他的居所往外察看地上一切的居民。
[15]他是那造成他們眾人心的，留意他們一切作為的。
[16]君王不能因兵多得勝；勇士不能因力大得救。
[17]靠馬得救是枉然的；馬也不能因力大救人。
[18]耶和華的眼目看顧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愛的人，
[19]要救他們的命脫離死亡，並使他們在饑荒中存活。

• 揀選就是救贖，神的選民就是神的贖民。揀選不在乎人的表現，只在乎神的恩典。神有絕對的主
權。蒙耶和華「揀選為自己產業的，那民是有福的」。這民要以耶和華為神，要「敬畏他」，「仰望
他的慈愛」。
• 誰是神的選民？《舊約》是《新約》的影子，《新約》是《舊約》的彰顯。古時的以色列人，是
後來基督徒的影子。耶穌基督來臨之後，所有信主的人就是主所揀選的人，他們是神真正的選民。因
此之故，基督徒應當敬畏神，仰望他的慈愛，因神的救贖而讚美他。



第33篇：合宜的讚美

（四）讚美之後的回應，20-22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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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拜主就應當對主有所回應，不可對主冷漠，無動於衷。

•耶穌感嘆當時的人無動於衷，說：「我們向你們吹笛，你們不跳舞；我們向你
們舉哀，你們不搥胸。」（太11：17）

•這首詩的結尾呼籲眾民繼續仰望神，靠他歡喜，倚靠他的聖名，並求主向敬拜
者施行慈愛。



第34篇：讚美神的拯救

• 這首詩將「讚美」(1-10) 和「教導」(11-22) 融合在一起，是較為罕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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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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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耶和華的聖民哪，你們當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無所缺。

• 少壯獅子還缺食忍餓，但尋求耶和華的什麼好處都不缺。」



第35篇：求神保護

•因個人的苦難而向神祈求，他是天上的戰士，也是公義的判官。受苦的原因，是因過
去的朋友恩將仇報，和惡人一起攻擊他。

•禱告分為三段（35：1-9、10-18、19-28），每段都以頌讚和感恩結束。

• 1.祈求神的保護（1 –9）

• 2.惡人恩將仇報(10 –18)

• 3.求神公義的審判(19 –28)



第36篇： 你的慈愛，上及諸天。
你的信實，達到穹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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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第7節至第10節為晨禱。

• 1.惡人的罪過(1 -4)

• 2.稱頌神的慈愛，信實和公義 (5 –9)

• 3.禱告(10 –12)



第37篇：溫柔的人必承受地土

• 介紹：這是一首教誨詩，屬於智慧文學。智慧文學的理論性少，實用性多，目的是
要幫助人生活得更好。

• 本篇以「承受地土」來代表「好生活」，就是「在神所賜的土地上過安樂的生
活」。

• 誰能夠承受地土？是惡人還是義人？這首詩用四十節，詳細比較這兩種人的結局，
請讀者作正確的選擇。



第37篇：溫柔的人必承受地土

• [9]作惡的必被剪除，惟有等候耶和華的必承受
地土。
[10]還有片時，惡人要歸於無有；你就是細察他
的住處，也要歸於無有。
[11]但謙卑人必承受地土，以豐盛的平安為
樂……。
[22]蒙耶和華賜福的，必承受地土；被他咒詛
的，必被剪除……。
[28]……惡人的後裔必被剪除。
[29]義人必承受地土，永居其上……。
[34]你當等候耶和華，遵守他的道，他就抬舉
你，使你承受地土。惡人被剪除的時候，你必
看見……。
[37]你要細察那完全人，觀看那正直人，因為和
平人有好結局。

• 這首詩中，說到四種人必承受地土：等候耶和華的
人、謙卑的人、蒙耶和華賜福的人、義人。

• 這四種人其實是一種，也就是順從神的人。

• 從《新約》的角度說，就是耶穌基督的門徒，是跟
從主的人。耶穌的門徒必須心裡柔和謙卑，和他們
的主一樣。主耶穌說：「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
們必承受地土。」（太5：5）

• 《詩篇》第37篇說：「謙卑人必承受地土，以豐盛
的平安為樂。」以一顆溫柔謙卑的心跟從主，謹守
遵行神的律法，這樣的人必有好結局，他們會在神
所賜的土地上安然居住。

• 詩中也說到惡人的興旺是短暫的，就算他們大有勢
力，有如一棵青翠的大樹，轉眼之間就被剪除。



第37篇：溫柔的人必承受地土

以下三節經文出自本篇，是很好的勸勉：

• [3]你當倚靠耶和華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實為糧；
[4]又要以耶和華為樂，他就將你心裡所求的賜給你。
[5]當將你的事交託耶和華，並倚靠他，他就必成全。



第38篇： 耶和華啊，我仰望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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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罪孽如同重擔把我壓傷 （1-8）

• 2 朋友離棄，仇敵惡言以向（9-14）

• 3 我承認我的罪孽（15-20）

• 4 耶和華啊，不要撇棄我，求你幫助我（21-22）



第39篇：謙卑的祈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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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謹慎自律（1～3）
• 人生短暫（4～6）
• 指望在乎主（7～12）

安靜在神面前

• 「因我所遭遇的是出於你，我就默然不語。」（9）



第40篇：患難中的禱告

• 這個祈禱有一個很長的前言（40：1-10），作為向神祈求的依據。禱告的內容
（40：11-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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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神的拯救和作為 （1-5）
• 2 樂意照神的旨意行，傳揚神的救恩 （6-10）

• 其中6-8節被希伯來書10：5-9 引用，是彌賽亞預言

• 3 求神開恩搭救（11-17）



第41篇：病中的祈禱

• 介紹：如果一個人得了怪病，躺在床上起不來，別人不但不同情他，還說：
「他幾時死？」，試想，這人是何等痛苦呢？大衛就是在這種情況之下寫下這
首祈禱詩，相信神必搭救他，使他重新站起來。
• 此詩也是《詩篇》卷一的最後一篇，以「頌榮」結束（41：13）。
• 這也是一首「有福」詩（41：1），《詩篇》卷一的第一首和最後一首都是
「有福詩」。



第41篇：病中的祈禱

• （一）信心的宣告，1-3節
• [1]眷顧貧窮的有福了！他遭難的日子，耶和華必搭救他！

[2]耶和華必保全他，使他存活；他必在地上享福。求你不要把他交給仇敵，遂其
所願。

[3]他病重在榻，耶和華必扶持他；他在病中，你必給他鋪床。

• 大衛得了重病，別人認為他會死，他自己卻相信神會讓他活下去。因為有信心，
所以作宣告，說：「耶和華必保全他，使他存活。」
• 信心的宣告就是當事情還在進行時，事先說出事情的結局。大衛的信心是有根據
的，他說：「眷顧貧窮的有福了，他遭難的日子，耶和華必搭救他！」因為自己平
時眷顧貧窮人，所以深信神必搭救。



第41篇：病中的祈禱

• （二）病中的遭遇，4-9節

[4]我曾說：「耶和華啊，求你憐恤我，醫治我，因為我得罪了你。」
[5]我的仇敵用惡言議論我說：「他幾時死，他的名才滅亡呢？」
[6]他來看我，就說假話；他心存奸惡，走到外邊才說出來。
[7]一切恨我的，都交頭接耳地議論我；他們設計要害我。
[8]他們說：「有怪病貼在他身上；他已躺臥，必不能再起來。」
[9]連我知己的朋友，我所倚靠、吃過我飯的，也用腳踢我。

• 一般人在病痛的時候，會受到親友的關懷和安慰，可是大衛於病中所得到的，卻
是敵人的幸災樂禍和朋友的落井下石。他的仇敵當面對他虛情假意，背後卻說：
「他幾時死啊？」。他知己的朋友，就是那些和他同桌吃飯的人，也趁機用腳踹
他。
• 身患重病，再加上眾叛親離，這樣的人應該被打倒了吧？可是大衛卻沒有被打
倒，因為他最終的倚靠，不是自己，不是別人，而是曾經多次拯救他的神。



第41篇：病中的祈禱

（三）信心的祈求，10-12節

[10]耶和華啊，求你憐恤我，使我起來，好報復他們。
[11]因我的仇敵不得向我誇勝，我從此便知道你喜愛我。
[12]你因我純正就扶持我，使我永遠站在你的面前。

• 大衛向神禱告，求神醫治他，「使我起來，我好報復他們」。「報復他們」就是
「和他們算帳」，大衛求神使他好起來，起來之後他就要和那些對不起他的人算帳。
• 基督徒應該「愛你的仇敵」還是「報復你的仇敵」？耶穌的教導是「愛你的仇
敵」，可是大衛卻說「我好報復他們」，我們應該聽誰的？
• 耶穌的話，是神的話，大衛的話，是人的話。《詩篇》是人向神說話，雖然很屬
靈，許多時候完全符合神的心意，可是有時候也會露出人的本性。「我好報復他
們！」就是顯露人性的一句話。這一類的話可以諒解，但卻不足以效法。
• 我們的目標，是要讓自己的行為跟上主的教導，而不是停在人的階段。



第41篇：病中的祈禱

（四）卷尾頌榮，13節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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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詩篇》每卷結束之時，都有一句稱頌神的話，表示以上這許多的《詩
篇》，其中雖有人的祈禱，人的軟弱，但是總歸起來，這一切都是為了顯出
神的榮耀來，所以在卷尾的時候，以頌榮作結束。



第42&43篇：我的心哪，不要憂悶！

• 介紹：最早的時候，《詩篇》第42篇和第43篇應該不是兩篇，而是一篇。它們為何分
為兩篇？現在已經沒有人能夠確定了。從結構上來看，這是一首分為三段的詩，第42

篇是前兩段，第43篇是第三段，每一段都有相同的結尾。這就如一首三節的詩歌，每
一節結束的時候唱相同的副歌：

•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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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2：11 我的心哪，你為何憂悶？為何在我裡面煩躁？應當仰望神，因我還要稱讚
他。他是我臉上的光榮，是我的神。

• 43：5 我的心哪，你為何憂悶？為何在我裡面煩躁？應當仰望神，因我還要稱讚
他。他是我臉上的光榮，是我的神。



第42&43篇：我的心哪，不要憂悶！

（一）我的心哪，你為何憂悶？

• 心，或做魂，是人的感情中樞。憂悶，有「彎曲」之意，也就是「屈而不伸」。就
如人卡在狹窄的空間，無法伸展自己的身體。

（二）為何在我裡面煩躁？

• 「煩躁」是不安的狀態，也是呻吟的聲音。因為心情走進了窄路，四面壓迫，找不
到出路，因此而不安、呻吟。

（三）應當仰望神，因我還要稱讚他。

• 「我要」，是一個意志性的決定。雖然心情煩躁，可是我決定要讚美神。因為要讚
美神，所以我要仰望他。神在上頭，所以用仰望的姿態。憂悶的出路在上頭，不在
四周。四週的環境狹窄，使人感到壓迫，心中因此憂悶。但若以信心向上走，看神
不看環境，那麼，在神那裡有盼望，有出路，有廣闊的天地，就不必再憂悶下去
了。



第42&43篇：我的心哪，不要憂悶！

（四）他是我臉上的光榮，是我的神。

• 「光榮」，原文是「幫助」，或作「拯救」。神將我臉上的憂慮一掃而空，使我的
臉上重新有榮光，這是一種幫助，也是一種拯救。因為他是我的神，就是愛我和幫
助我的那一位，所以我要讚美他。

（五）向自己的心說話。

• 基督徒若心情憂悶，那就是走進了窄路。你不需要停留於窄路，可以對自己的心
說：「我的心哪，你為何憂悶？為何在我裡面煩躁？應當仰望神，因我還要稱讚
他。」接著你就開始讚美神，一面讚美，一面仰望神。口中說著讚美的話，心中開
始作轉移，從看環境改為看神。

• 以信心提醒自己，神是愛我的，幫助我的，他會給我開路，將我領到寬闊之處。我
不要被環境打倒，我要仰望神，倚靠他，靠他得勝。現在我要做的事，就是先感謝
神，並且好好讚美他。



第44篇：苦難中的祈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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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8），

• 第二層敘述今日的困苦（44：9-16），

• 第三層表明對主的忠誠（44：17-22），

• 第四層是祭壇，向主獻上祈禱（44：23-26） 。



第45篇：王的婚筵

• 這是君王結婚時的讚美詩

• 前後有頌詞（45：1-2、16-17），

• 中間分為兩段：對君王的（45：3-9）、對新婦的（45：10-15）。

• 本詩也是一首彌賽亞詩篇，第6節至第7節用以證實基督（來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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