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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6 詩篇簡介和詩篇的欣賞與詮釋(複習)
9/23 智慧詩與律法詩：詩篇1，119，127，135-136
9/30 可拉後裔的詩：詩篇42-49，84-85，87篇
10/7 亞薩的詩：詩篇50，73-83篇
10/14 希幔，以探，所羅門和摩西的詩：詩篇88-89，72，90-91篇
10/21 上行之詩與信靠詩：詩篇115，120-134篇
10/28 咒詛詩：詩篇35，55，59，69，79，109，137篇
11/4 君王詩與感恩詩篇：詩篇47， 93， 95-99篇，66-92，116，118，120
11/11哀歌詩：69-71，86，88，102，130等
11/18 讚美詩：146-150

什麼是君王詩？

君王條款-申命記17：14-20

• 詩篇中主題與以色列君王有關的詩叫做「君王詩」或「王室詩篇」
• 這組詩篇有助於後世了解以色列的敬拜與君王在神學上的意義。
• 耶和華是以色列真正的大君王，以色列國王則是上帝僕人，他的
權柄來自遵行上帝的律法。
• 從君王詩可以看出大衛王朝的興衰，其中也提及那將來的榮耀君
王就是預表耶穌基督。
• 我們也可從君王詩中看出做一個合神心意的領袖該有的特質。

14 到了耶和華─你 神所賜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時候，若說：我要
立王治理我，像四圍的國一樣。
15 你總要立耶和華─你 神所揀選的人為王。必從你弟兄中立一人；不
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為王。
16 只是王不可為自己加添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為要加添他的
馬匹，因耶和華曾吩咐你們說：不可再回那條路去。
17 他也不可為自己多立妃嬪，恐怕他的心偏邪；也不可為自己多積金銀。
18 他登了國位，就要將祭司利未人面前的這律法書，為自己抄錄一本，
19 存在他那裡，要平生誦讀，好學習敬畏耶和華─他的 神，謹守遵行
這律法書上的一切言語和這些律例，
20 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氣傲，偏左偏右，離了這誡命。這樣，他和他的子
孫便可在以色列中，在國位上年長日久。

君王條款

大衛之約-撒下7：12-17

1. 君王必須由耶和華選立，外邦人不能為王。
2. 君王必須學習依靠神，不可積攢財富，放縱情慾。
3. 君王要承認耶和華是以色列的大君王，君王必須抄錄律法書，
而且經常閱讀，並要謹守遵行這律法書上的一切言語和這些律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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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你）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
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17 拿單就按這一切話，照這默示，告訴大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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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之約

大衛之約的特色

1. 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2. 你的後裔，你的兒子，要來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固他的
國， 直到永遠。大衛王朝會存到永遠。
3. 神要做君王的父，而且管教，但神的慈愛永遠不離開。大衛之
約是永遠有效的。

1. 是在大衛想要為上帝建造聖殿之後，上帝所給予的應許。
2. 它採用近東文化中以君王為神子的概念(27)，為君王的權威找
到合理之依據。
3. 君王有義務遵守上帝的誡命，行公義，不過如未遵行，上帝並
不會終止這個約。
4. 偏重在上帝一方給予應許，像亞伯拉罕之約一樣。
5. 此應許如日之恆一般，又如月亮永遠堅立，似奠基於創造之秩
序(36-37)。

詩篇89篇1-37節 – 大衛之約

詩篇89篇1-37節

1 我要歌唱耶和華的慈愛，直到永遠；我要用口將你的信實傳與萬
代。
2 因我曾說：你的慈悲必建立到永遠；你的信實必堅立在天上。
3 我與我所揀選的人立了約，向我的僕人大衛起了誓：
4 我要建立你的後裔，直到永遠；要建立你的寶座，直到萬代。
（細拉）
5 耶和華啊，諸天要稱讚你的奇事；在聖者的會中，要稱讚你的信
實。
6 在天空誰能比耶和華呢？神的眾子中，誰能像耶和華呢？
7 他在聖者的會中，是大有威嚴的神，比一切在他四圍的更可畏懼。

8 耶和華─萬軍之 神啊，哪一個大能者像你耶和華？你的信實是在你的四圍。
9 你管轄海的狂傲；波浪翻騰，你就使他平靜了。
10 你打碎了拉哈伯，似乎是已殺的人；你用有能的膀臂打散了你的仇敵。
11 天屬你，地也屬你；世界和其中所充滿的都為你所建立。
12 南北為你所創造；他泊和黑門都因你的名歡呼。
13 你有大能的膀臂；你的手有力，你的右手也高舉。
14 公義和公平是你寶座的根基；慈愛和誠實行在你前面。
15 知道向你歡呼的，那民是有福的！耶和華啊，他們在你臉上的光裡行走。

詩篇89篇1-37節

詩篇89篇1-37節

16 他們因你的名終日歡樂，因你的公義得以高舉。
17 你是他們力量的榮耀；因為你喜悅我們，我們的角必被高舉。
18 我們的盾牌屬耶和華；我們的王屬以色列的聖者。
19 當時，你在異象中曉諭你的聖民，說：我已把救助之力加在那
有能者的身上；我高舉那從民中所揀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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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兇惡之子也不苦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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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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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89篇1-37節

詩篇89篇1-37節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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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引言
3-4 重申大衛之約
5-8 讚美神無可比擬的威榮
9-13 讚美神難以測度的權能
14-18 讚美神的榮美
19-37 申訴稱讚大衛的盟約

詩篇第2篇 – 彌賽亞的詩

詩篇第2篇

1 外邦為甚麼爭鬧？萬民為甚麼謀算虛妄的事？
2 世上的君王一齊起來，臣宰一同商議，要敵擋耶和華並他的受膏者，
3 說：我們要掙開他們的捆綁，脫去他們的繩索。
4 那坐在天上的必發笑；主必嗤笑他們。
5 那時，他要在怒中責備他們，在烈怒中驚嚇他們，
6說：我已經立我的君在錫安─我的聖山上了。

7 受膏者說：我要傳聖旨。耶和華曾對我說：你是我的兒子，我今
日生你。
8 你求我，我就將列國賜你為基業，將地極賜你為田產。
9 你必用鐵杖打破他們；你必將他們如同窯匠的瓦器摔碎。
10 現在，你們君王應當省悟！你們世上的審判官該受管教！
11 當存畏懼事奉耶和華，又當存戰兢而快樂。
12 當以嘴親子，恐怕他發怒，你們便在道中滅亡，因為他的怒氣
快要發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

詩篇第2篇註釋

詩篇110篇 – 彌賽亞的詩

• 這是一篇描寫君王登基的詩歌
1-3 敵人圖謀作反： 在中東一帶，每當新王登基時，他的附屬藩國會趁
機作反和背叛。這三節就是描寫敵人在新王登基時蠢蠢欲動的情形。
4-6 耶和華的回應： 因著這些仇敵的愚蠢而發笑，因他們的計謀不會成
功。
7-9 耶和華頒布的命令： 已將權柄賜給了王，王要粉碎一切仇敵。
10-12 勸諭各國臣服：12 「以嘴親子」：指「以嘴親的腳」，乃是臣服
的象徵，有如 跪拜叩首。 新約曾用本篇詩描寫耶穌基督（徒4:25; 路
9:35; 徒13:33; 來1:5）因為在身上，本篇詩句得到最貼切和最全面的應
驗。

1 耶和華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
2 耶和華必使你從錫安伸出能力的杖來；你要在你仇敵中掌權。
3 當你掌權的日子，你的民要以聖潔的妝飾為衣，甘心犧牲自己；你的
民多如清晨的甘露。
4 耶和華起了誓，決不後悔，說：你是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永遠為祭司。
5 在你右邊的主，當他發怒的日子，必打傷列王。
6 他要在列邦中刑罰惡人，屍首就遍滿各處；他要在許多國中打破仇敵
的頭。
7 他要喝路旁的河水，因此必抬起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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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110篇註釋

什麼是感恩詩？

• 這是一篇有關君王的禱告
1-3 君王：本段描寫君王從耶和華領受了權柄，必獲得全面的勝利，
克服一切仇敵。
4 祭司：本節指出這位君王擁有永遠的祭司職分。「麥基洗德的等
次」：創14章記述麥基洗德有君王和祭司的雙重身分。詩人用麥基
洗德比喻本篇所論及的君王也是一身兼此兩職。
5-7 戰士：本段記述這位君王是一位戰士，在他的右邊有萬軍之耶
和華為他爭戰

• 當詩人遇見危難和困境時，經過禱告向神呼求而蒙神拯救之後，
滿心感謝，所表明內心對神的感恩所寫出來的詩！
• 詩歌的格式是：急難禱告神幫助度過危機感恩
• 感恩詩與哀歌的不同：哀歌是正在面對生命的危機，感恩是已經
度過了危機，而表明感謝的原因。
• 感恩詩最後的結語是宣告神的信實，和讚美神大能的拯救。
• 分個人感恩詩，共10篇：18，30， 31，32，40，66，92，116，
118和120篇。團體感恩詩共6篇：65，66，107，118，124，和
129篇

感恩詩的神學觀察

詩人所面對的危難

1. 感恩主要針對神本身而讚美，並不是單單因神為人做了什麼的
表達。
2. 感恩是詩人針對神的良善、慈愛、信實、慈悲、誠實、公義和
憐憫的屬性而向神感恩。
3. 感恩是針對詩人不忘記神的恩典的感恩，而且還以積極的行動
來回應神的恩典與良善。

• 因愁苦罪孽而枯乾（詩31：10）
• 因病痛而身體衰殘（詩41：8）
• 受死亡威脅而驚恐（詩18：4-5）
• 因不認罪深感痛苦（詩32：3）
• 因惡言攻擊而感到不平（詩120：2）
• 與惡人同處而感到無奈（詩120：6）
• 漂流不定而心中發昏（詩107：4-5）

神為什麼要幫助我們？

以頌讚回應神的拯救

• 詩 100:5 因為耶和華本為善。他的慈愛存到永遠；他的信實直到
萬代。
• 詩 40:11 耶和華啊，求你不要向我止住你的慈悲！願你的慈愛和
誠實常常保佑我！
• 詩 116:5 耶和華有恩惠，有公義；我們的 神以憐憫為懷。

• 哀歌和感恩是相輔相成，悲哀的反面是歡呼，困境的相對是自由。
• 只有曾經遭遇患難得蒙神拯救的人才真正明白感恩的真諦。

• 神是根據祂的良善，慈愛、信實、慈悲、誠實、公義和憐憫的七
樣屬性來幫助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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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美

還願

• 詩 100:4 當稱謝進入他的門；當讚美進入他的院。當感謝他，稱
頌他的名。
• 詩 35:18 我在大會中要稱謝你，在眾民中要讚美你。
• 詩 69:30 我要以詩歌讚美 神的名，以感謝稱他為大！
• 詩 106:1你們要讚美耶和華！要稱謝耶和華，因他本為善；他的
慈愛永遠長存！

• 感恩不只是停留在言語的頌讚上，也要有具體的回應。
• 感恩的心讓人不忘在神面前所許過的願。
• 詩 65:1 神啊，錫安的人都等候讚美你；所許的願也要向你償還。

個人感恩：詩篇92篇

詩篇92篇

1 稱謝耶和華！歌頌你至高者的名！
2-3 用十弦的樂器和瑟，用琴彈幽雅的聲音，早晨傳揚你的慈愛；每夜
傳揚你的信實。這本為美事。
4 因你─耶和華藉著你的作為叫我高興，我要因你手的工作歡呼。
5 耶和華啊，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極其深！
6 畜類人不曉得；愚頑人也不明白。
7 惡人茂盛如草，一切作孽之人發旺的時候，正是他們要滅亡，直到
永遠。

8 惟你─耶和華是至高，直到永遠。
9 耶和華啊，你的仇敵都要滅亡；一切作孽的也要離散。
10 你卻高舉了我的角，如野牛的角；我是被新油膏了的。
11 我眼睛看見仇敵遭報；我耳朵聽見那些起來攻擊我的惡人受罰。
12 義人要發旺如棕樹，生長如利巴嫩的香柏樹。
13 他們栽於耶和華的殿中，發旺在我們 神的院裡。
14 他們年老的時候仍要結果子，要滿了汁漿而常發青，
15 好顯明耶和華是正直的。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無不義。

詩篇92篇註釋

團體感恩：詩篇118篇

1-3 引言：詩人要感謝和歌頌耶和華，早晨和晚上都
要用樂器讚美。
4-11 感謝至高神剷除敵人：這位耶和華偉大奇妙的
作為奧妙難明。表面看來 容讓惡人興盛，豈知時
候到了，必消滅他們，只讓義人被高舉，可以親眼
看見仇敵遭報。
12-15 結語：義人的結局，有如棕樹和香柏樹一樣茂
盛常青，年老仍可結出果子；他們的興盛證實耶和
華的公義。

1 你們要稱謝耶和華，因他本為善；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2 願以色列說：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3 願亞倫的家說：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4 願敬畏耶和華的說：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5 我在急難中求告耶和華，他就應允我，把我安置在寬闊之地。
6 有耶和華幫助我，我必不懼怕，人能把我怎麼樣呢？
7 在那幫助我的人中，有耶和華幫助我，所以我要看見那恨我的人
遭報。

• 為了感恩，詩人決定還願，並獻祭給神：
• 詩 66:13 我要用燔祭進你的殿，向你還我的願，
• 詩 66:14 就是在急難時我嘴唇所發的、口中所許的。
• 詩 66:15 我要把肥牛作燔祭，將公羊的香祭獻給你，又把公牛和
山羊獻上。（細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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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投靠耶和華，強似倚賴人；
9 投靠耶和華，強似倚賴王子。
10 萬民圍繞我，我靠耶和華的名必剿滅他們。
11 他們環繞我，圍困我，我靠耶和華的名必剿滅他們。
12 他們如同蜂子圍繞我，好像燒荊棘的火，必被熄滅；我靠耶和
華的名，必剿滅他們。
13 你推我，要叫我跌倒，但耶和華幫助了我。
14 耶和華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詩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15 在義人的帳棚裡，有歡呼拯救的聲音；耶和華的右手施展大能。
16 耶和華的右手高舉；耶和華的右手施展大能。
17 我必不致死，仍要存活，並要傳揚耶和華的作為。
18 耶和華雖嚴嚴地懲治我，卻未曾將我交於死亡。
19 給我敞開義門；我要進去稱謝耶和華！
20 這是耶和華的門；義人要進去！
21 我要稱謝你，因為你已經應允我，又成了我的拯救！

詩篇11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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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匠人所棄的石頭已成了房角的頭塊石頭。
23 這是耶和華所做的，在我們眼中看為希奇。
24 這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我們在其中要高興歡喜！
25 耶和華啊，求你拯救！耶和華啊，求你使我們亨通！
26 奉耶和華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我們從耶和華的殿中為你們祝福！
27 耶和華是神；他光照了我們。理當用繩索把祭牲拴住，牽到壇角那裡。
28 你是我的神，我要稱謝你！你是我的 神，我要尊崇你！
29 你們要稱謝耶和華，因他本為善；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這是一篇進入聖殿時所唱的感恩詩
1-4 引言：詩人呼籲選民和他一同稱謝耶和華。
5-18 複述困境和獲救的經過：詩人可能是一位君王；他受敵人侵
害，險些死亡（18），但終蒙神拯救。
19-25 進殿時的詩歌： 詩人本陷於死地，卻蒙神拯救，被高舉和得
尊榮。
• 主耶穌曾引用本節經文，表明雖為同胞棄絕，卻被神高舉成為人
類的救主。
26-29 結語：當詩人和隨從進入聖殿後，殿裡的祭司就歡迎和祝福
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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