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Spring 生命河靈糧堂主日學：詩篇上
（八） 張瓊濱牧師

6/10/2018

大衛中年時期（二）
大衛作王和建立王國（撒下6-10章）

詩篇上（八）
張瓊濱牧師
6/10/2018

• 大衛迎約櫃回耶路撒冷
• 大衛一心要建聖殿
• 大衛之約

大衛之約（撒下7:8-16）

大衛之約的內容

8. 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9. 你無論往哪裡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
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
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從前擾害他們，
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
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
也必堅定他的國。
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
用人的鞭責罰他。
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原文是你）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
定，直到永遠。

1. 神必常與大衛同在，剪除他一切的仇敵，使他得大名
2. 神必使大衛的國土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
3. 神必為大衛建立家室
4. 神必使大衛的後裔接續他的王位，也必堅定大衛後裔的
國和寶座
5. 大衛的後裔必為神的名建造殿宇
6. 神要作大衛後裔的父，大衛後裔要作神的子
7. 大衛的後裔若犯了罪，神必管教，但神的慈愛仍不離開
8. 大衛的家和他的國，必在神面前永遠堅定；他的寶座，
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詩篇89篇20-37

詩篇89篇20-37

20. 我尋得我的僕人大衛，用我的聖膏膏他。
21. 我的手必使他堅立；我的膀臂也必堅固他。
22. 仇敵必不勒索他；凶惡之子也不苦害他。
23. 我要在他面前打碎他的敵人，擊殺那恨他的人。
24. 只是我的信實和我的慈愛要與他同在；因我的名，他
的角必被高舉。
25. 我要使他的左手伸到海上，右手伸到河上。
26. 他要稱呼我說：你是我的父，是我的神，是拯救我的
磐石。
27. 我也要立他為長子，為世上最高的君王。
28. 我要為他存留我的慈愛，直到永遠；我與他立的約必
要堅定。

29. 我也要使他的後裔存到永遠，使他的寶座如天之久。
30. 倘若他的子孫離棄我的律法，不照我的典章行，
31. 背棄我的律例，不遵守我的誡命，
32. 我就要用杖責罰他們的過犯，用鞭責罰他們的罪孽。
33. 只是我必不將我的慈愛全然收回，也必不叫我的信
實廢棄。
34. 我必不背棄我的約，也不改變我口中所出的。
35. 我一次指著自己的聖潔起誓：我決不向大衛說謊！
36. 他的後裔要存到永遠；他的寶座在我面前如日之恆
一般，
37. 又如月亮永遠堅立，如天上確實的見證。（細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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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13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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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132篇

1. 耶和華啊，求你記念大衛所受的一切苦難！
2. 他怎樣向耶和華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許願，
3. 說：我必不進我的帳幕，也不上我的床榻；
4. 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覺，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
5. 直等我為耶和華尋得所在，為雅各的大能者尋得居
所。
6. 我們聽說約櫃在以法他，我們在基列耶琳就尋見了。
7. 我們要進他的居所，在他腳凳前下拜。
8. 耶和華啊，求你興起，和你有能力的約櫃同入安息
之所！
9. 願你的祭司披上公義！願你的聖民歡呼！

10. 求你因你僕人大衛的緣故，不要厭棄你的受膏者！
11. 耶和華向大衛、憑誠實起了誓，必不反覆，說：我要使
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寶座上。
12. 你的眾子若守我的約和我所教訓他們的法度，他們的子
孫必永遠坐在你的寶座上。
13. 因為耶和華揀選了錫安，願意當作自己的居所，
14. 說：這是我永遠安息之所；我要住在這裡，因為是我所
願意的。
15. 我要使其中的糧食豐滿，使其中的窮人飽足。
16. 我要使祭司披上救恩，聖民大聲歡呼！
17. 我要叫大衛的角在那裡發生；我為我的受膏者預備明燈。
18. 我要使他的仇敵披上羞恥；但他的冠冕要在頭上發光。

背景與分段

應用

• 這是一篇禮儀詩，是上行之詩最長的一篇。本
篇的主題包括約櫃，以及神揀選耶路撒冷和大
衛家的事。這首詩或許是在慶祝君王登基的大
遊行時所唱誦。

• 當神激勵我們要為神做一件事時，我們應
當效法大衛對建殿的熱心和為建殿的預備，
盡全力為神工作。

1-10 詩人求神記念對大衛所作的應許：大衛曾千
方百計為耶和華建殿，而耶和華應許大衛的國在
神面前永遠堅立（撒下7:16）； 詩人因此懇求耶
和華不要丟棄的受膏者（大衛的子孫）。
11-18 神對詩人的回答：耶和華必履行諾言，實
現的應許，賜福給大衛的子孫和耶路撒冷。

詩篇68篇（一）
1. 願 神興起，使他的仇敵四散，叫那恨他的人從他面前逃跑。
2. 他們被驅逐，如煙被風吹散；惡人見 神之面而消滅，如蠟被火
鎔化。
3. 惟有義人必然歡喜，在 神面前高興快樂。
4. 你們當向 神唱詩，歌頌他的名；為那坐車行過曠野的修平大路。
他的名是耶和華，要在他面前歡樂！
5. 神在他的聖所作孤兒的父，作寡婦的伸冤者。
6. 神叫孤獨的有家，使被囚的出來享福；惟有悖逆的住在乾燥之地。
7. 神啊，你曾在你百姓前頭出來，在曠野行走。（細拉）
8. 那時，地見 神的面而震動，天也落雨；西乃山見以色列 神的
面也震動。
9. 神啊，你降下大雨；你產業以色列疲乏的時候，你使他堅固。

• 神應許大衛決不落空，在大衛的後裔耶穌
身上應驗。同樣的，神對我們的應許也決
不落空，必定成就。

詩篇68篇（二）
10. 你的會眾住在其中； 神啊，你的恩惠是為困苦人預備的。
11. 主發命令，傳好信息的婦女成了大群。
12. 統兵的君王逃跑了，逃跑了；在家等候的婦女分受所奪的。
13. 你們安臥在羊圈的時候，好像鴿子的翅膀鍍白銀，翎毛鍍
黃金一般。
14. 全能者在境內趕散列王的時候，勢如飄雪在撒們。
15. 巴珊山是 神的山；巴珊山是多峰多嶺的山。
16. 你們多峰多嶺的山哪，為何斜看 神所願居住的山？耶和
華必住這山，直到永遠！
17. 神的車輦累萬盈千；主在其中，好像在西乃聖山一樣。
18. 你已經升上高天，擄掠仇敵；你在人間，就是在悖逆的人
間，受了供獻，叫耶和華 神可以與他們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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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68篇（三）
19. 天天背負我們重擔的主，就是拯救我們的神，是應當稱頌的！
20. 神是為我們施行諸般救恩的神；人能脫離死亡是在乎主耶和
華。
21. 但 神要打破他仇敵的頭，就是那常犯罪之人的髮頂。
22. 主說：我要使眾民從巴珊而歸，使他們從深海而回，
23. 使你打碎仇敵，你的腳踹在血中，使你狗的舌頭從其中得分。
24. 神啊，你是我的神，我的王；人已經看見你行走，進入聖所。
25. 歌唱的行在前，作樂的隨在後，都在擊鼓的童女中間。
26. 從以色列源頭而來的，當在各會中稱頌主 神！
27. 在那裡，有統管他們的小便雅憫，有猶大的首領和他們的群
眾，有西布倫的首領，有拿弗他利的首領。

背景
• 這是一篇抬約櫃遊行時所唱的詩歌，也是
一首勝利遊行詩。
• 這也是一首預言詩，預言基督得勝仇敵，
建立地上國度。

應用
1. 神要作孤兒的父，寡婦的伸冤者。神在我們
面前趕走仇敵，讓我們走平坦的路，所以在
困境中要仰望神，在神面前要高興快樂。
2. 因為神在我們過去的生命不斷的扶持和幫助
我們，所以要深信神現在仍然要拯救我們，
也指望將來還要拯救我們。
3. 神的能力和威嚴使以色列人強大，如今神的
同在，我們還怕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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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68篇（四）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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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因你耶路撒冷的殿，列王必帶貢物獻給你。
30. 求你叱喝蘆葦中的野獸和群公牛，並列邦中的牛犢。把
銀塊踹在腳下；神已經趕散好爭戰的列邦。
31. 埃及的公侯要出來朝見 神；古實人要急忙舉手禱告。
32. 世上的列國啊，你們要向 神歌唱；願你們歌頌主！
33. 歌頌那自古駕行在諸天以上的主！他發出聲音，是極大
的聲音。
34. 你們要將能力歸給 神。他的威榮在以色列之上；他的
能力是在穹蒼。
35. 神啊，你從聖所顯為可畏；以色列的神是那將力量權能
賜給他百姓的。 神是應當稱頌的！

分段
1-3 序曲：在抬約櫃遊行開始前，宣告神的大能：
戰無不勝，仇敵在約櫃面前都要敗逃。
4-6 讚美神憐愛孤寡
7-10 讚美神在選民出埃及時的作為
11-14 讚美神幫助選民攻占迦南地
15-18 讚美神揀選錫安山作為神的居所
19-27 讚美神現今拯救他們，與他們同在
28-31 讚美神將要為他們滅絕敵人
32-35 結語：在遊行結束之前，邀請萬民敬拜上
帝，因賜力量給選民。

詩篇1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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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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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 這詩與大衛將約櫃由俄別以東的家中抬至
錫安，當時伯示麥人想念到約櫃的安置，
就發問： 誰能寄居你的帳幕？誰能住在你
的聖山？
• 這首也是一篇進聖殿所唱的詩

應用
• 基督徒的生活要行善去惡，也就是說要有
好的美德，我們去敬拜神之前，是否有詩
篇所說的美德呢？
• 我們是否真心的用心靈和誠實來朝見神呢？
• 我們每天來到神的面前時，是否省察我們
自己，有沒有得罪神和得罪人呢?

6/10/2018

分段
1大衛向神發問：誰能住在神的聖山（錫安
山）？
2-5 神對大衛的答复：十個要求
五件積極的：行為正直、做事公義、心裡說
誠實話，要恨惡罪和惡人，要尊重敬畏耶和
華的人
五件消極的：不饒舌，不惡待朋友，不得罪
鄰舍，寧可吃虧也不放債取利，絕對不收賄
賂而傷害無辜。

詩篇2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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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眾城門哪，你們要抬起頭來！永久的門戶，你們要被舉起！那
榮耀的王將要進來！
8. 榮耀的王是誰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華，在戰場上有能的耶
和華！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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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榮耀的王是誰呢？萬軍之耶和華，他是榮耀的王！（細拉）

背景與分段

應用

• 這是大衛將約櫃凱旋迎接回到耶路撒冷時所做的詩，
大衛以極為敬虔的心和喜樂的靈，歡呼吹角，唱詩
獻祭迎接約櫃所寫的詩。這是一首，一唱一合，有
問有答的詩歌。

• 什麼樣的人可以到神的殿中敬拜？敬拜的
對象是誰？
• 我們要反省自己是否「手潔」、「心清」、
「不向虛妄」、「不懷詭詐」、以單純的
信心，無愧的良心來朝見神呢？

1-2 大衛讚美造物主：神創造了萬物，配受一切讚美。
3-6 大衛在殿門口的問話：誰能進入聖所？只有那些
行為正直，全心全意歸向神的人才可進來。
7-10大衛與殿裡的人互相對唱：大衛要求開殿門，讓
榮耀王進來；誰是這位榮耀的王？大衛回答：就是萬
軍之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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