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詩篇

作者: 許多作者. 

分4 卷. 1-41. 42-72, 73-89, 90-106, 107-150

從內容來分, 詩篇可以歸納成為幾種類型:

律法詩, 詩中之詩, 認罪詩, 時間/朝昏之詩(早晨的詩,
晚上的詩), 人生的體會(人生的詩), 上行之詩(登階之
詩), 安慰之詩, 信心之詩, 歷史之詩



• 從文學,希伯來文學的角度來看. 是詩歌,可
以唱,是文學,可以欣賞,可以研究.

• 從文體,詩歌的格式來看:
– 從詩歌的格式來看,有平行詩,等等

– 同义平行体：反义平行体：综合平行体:
– 象征平行体：渐进平行体：

•詩篇的特色:

–請大家想想. 真, 善, 美. 那個最重要? 最不
可少?



• 聽一首歌. 
– 你知道作者? 唱的人? 他寫作的背景? 
– 是什麼 讓你 把歌 留下? 

• 詩篇的特色:
– 真. 
– 經歷. 
– (相同的經歷,類似的經歷, 可以 深淵響應深淵. 

=> 共鳴)



整本聖經, 許多是,神的聲音, 神的話語, 而詩篇的特
色,是 人的 聲音. 人的反應.

這個反應 是 親身經歷過神 的人 的 真實 反應.
這個世界上 有 神.  那 誰能告訴你 這位神?
沒有經歷神的人, 說神, 叫做 ….
約伯記裡 就是 有人在 …. 但是 也有人 遇見神. 
這些遇見神的人, 寫的 經歷. 是 偉大的. 是 永遠 存
在的. 

是 留下來的 寶貝. 
是值得, 思考的, 是 值得 學習的, 是 可以 響應的, 是
無價的.這是 個人感受到的詩篇 的 特色.



• 舉例說明. 
詩篇 第1篇. 
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褻慢人的
座位、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

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按時候結果子、葉子也
不枯乾．凡他所作的、盡都順利。

惡人並不是這樣、乃像糠秕被風吹散。

因此當審判的時候、惡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義人
的會中、也是如此。

因為耶和華知道義人的道路．惡人的道路、卻必滅
亡。



看 動作, 動詞, 不從,不站,不坐.  (學習的過程.)
喜愛耶和華 的律法(the law of the LORD). His delight is in 

the law of the LORD.
晝 夜 思 想(meditate day and night) (學習神的過程.認識神

的過程)
請問 神有沒有 要求 人. 這麼做?

這樣一個人 的結局是什麼? (人的一生 是什麼?) (從人的角度
看, 有什麼作為? )

畫了一幅圖,給我們看. 看見短短的未來, 也看到 永遠的未來.



詩篇 第23篇
〔大衛的詩。〕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I shall not want.
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

他使我的靈魂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
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
頭、使我的福杯滿溢。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
華的殿中、直到永遠。



詩篇 第3篇
〔大衛逃避他兒子押沙龍的時候作的詩。〕

耶和華阿、我的敵人何其加增．有許多人起來攻擊我。

有許多人議論我說、他得不著 神的幫助。〔細拉〕

但你耶和華是我四圍的盾牌．是我的榮耀、又是叫我抬起頭
來的。

我用我的聲音求告耶和華、他就從他的聖山上應允我。〔細
拉〕

我躺下睡覺．我醒著．耶和華都保佑我。

雖有成萬的百姓來周圍攻擊我、我也不怕。

耶和華阿、求你起來．我的 神阿、求你救我．因為你打了
我一切仇敵的腮骨、敲碎了惡人的牙齒。

救恩屬乎耶和華．願你賜福給你的百姓。〔細拉〕



詩篇 第11篇
〔大衛的詩、交與伶長。〕

我是投靠耶和華．你們怎麼對我說、你當像鳥飛往你的山去。

看哪、惡人彎弓、把箭搭在弦上、要在暗中射那心裡正直的
人。

根基若毀壞、義人還能作甚麼呢。

耶和華在他的聖殿裡．耶和華的寶座在天上．他的慧眼察看
世人。

耶和華試驗義人．惟有惡人和喜愛強暴的人、他心裡恨惡。

他要向惡人密布網羅．有烈火、硫磺、熱風、作他們杯中的
分。

因為耶和華是公義的．他喜愛公義．正直人必得見他的面。



詩篇 第12篇
〔大衛的詩、交與伶長、調用第八。〕

耶和華阿、求你幫助、因虔誠人斷絕了．世人中間的忠信人
沒有了。

人人向鄰舍說謊．他們說話、是嘴唇油滑、心口不一。

凡油滑的嘴唇、和誇大的舌頭、耶和華必要剪除。

他們曾說、我們必能以舌頭得勝．我們的嘴唇是我們自己
的．誰能作我們的主呢。

耶和華說、因為困苦人的冤屈、和貧窮人的歎息、我現在要
起來、把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穩妥之地。

耶和華的言語、是純淨的言語．如同銀子在泥爐中煉過七次。

耶和華阿、你必保護他們．你必保佑他們永遠脫離這世代的
人。

下流人在世人中升高、就有惡人到處遊行。



詩篇 第15篇
〔大衛的詩。〕耶和華阿、誰能寄居你的帳幕．誰能住在你

的聖山．

就是行為正直、作事公義、心裡說實話的人．

他不以舌頭讒謗人、不惡待朋友、也不隨夥毀謗鄰里．

他眼中藐視匪類、卻尊重那敬畏耶和華的人．他發了誓、雖
然自己喫虧、也不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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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這些詩篇, 我們可以看出來,這些人,
把神當神, 認識神, 經歷過神. 
從他們的經歷, 從他們的眼睛裡, 我們可以看見, 神是一位怎

麼樣的神.
他們會不會看錯了? 你看見他們的信心嗎? 
你相信這位神嗎? 你經歷過 神的 …….. 嗎? 在你的一生裡神

算什麼?
在順利中 神是神. 在逆境中,你的神 在那裡? 還是逆境中, 你

當像鳥飛往你的山去。



詩篇 第16篇
〔大衛的金詩。〕 神阿、求你保佑我、因為我投靠你。

我的心哪、你曾對耶和華說、你是我的主．我的好處不在你以外。

論到世上的聖民、他們又美又善、是我 喜悅的。

以別神代替耶和華的、〔或作送禮物給別神的〕他們的愁苦必加增。他
們所澆奠的血我不獻上、我嘴唇也不提別神的名號。

耶和華是我的產業、是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為我持守。

用繩量給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處．我的產業實在美好。

我必稱頌那指教我的耶和華．我的心腸在夜間也警戒我。

我將耶和華常擺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邊、我便不至搖動。

因此我的心歡喜、我的靈〔原文作榮耀〕快樂．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因為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在陰間．也不叫你的聖者見朽壞。

你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樂．在你右手中有永遠
的福樂。



詩篇 第73 篇
〔亞薩的詩。〕 神實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

至於我、我的腳幾乎失閃．我的腳險些滑跌。

我見惡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懷不平。

他們死的時候、沒有疼痛．他們的力氣、卻也壯實。

他們不像別人受苦、也不像別人遭災。

所以、驕傲如鏈子戴在他們的項上．強暴像衣裳遮住他們的身體。

他們的眼睛因體胖而凸出．他們所得的、過於心裡所想的。

他們譏笑人、憑惡意說欺壓人的話．他們說話自高。

他們的口褻瀆上天．他們的舌毀謗全地。

所以 神的民歸到這裡、喝盡了滿杯的苦水。

他們說、 神怎能曉得．至高者豈有知識呢。

看哪、這就是惡人．他們既是常享安逸、財寶便加增。

我實在徒然潔淨了我的心、徒然洗手表明無辜．

因為我終日遭災難、每早晨受懲治．

我若說、我要這樣講、這就是以奸詐待你的眾子。

我思索怎能明白這事、眼看實係為難．

等我進了 神的聖所、思想他們的結局。

你實在把他們安在滑地、使他們掉在沉淪之中。

他們轉眼之間、成了何等的荒涼．他們被驚恐滅盡了。

人睡醒了怎樣看夢、主阿、你醒了、也必照樣輕看他們的影像。

因而我心裡發酸、肺腑被刺．

我這樣愚昧無知、在你面前如畜類一般。

然而我常與你同在．你攙著我的右手。

你要以你的訓言引導我、以後必接我到榮耀裡。

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誰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沒有所愛慕的。

我的肉體、和我的心腸衰殘．但 神是我心裡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遠。

遠離你的、必要死亡．凡離棄你行邪淫的、你都滅絕了。

但我親近 神是與我有益．我以主耶和華為我的避難所、好叫我述說你一切的作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