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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詩篇導論
單元一
大家好，我是賴建国。跟大家一起来看看《圣经》里的《诗篇》。
今天我们先来谈到：
《诗篇》的导论。就是它是怎样写成的？
一、詩篇的名稱
先看到《诗篇》的名称，我们在圣经里面有几个不同的称呼
1. 詩篇：中文称它叫做诗篇，因为它的整个文学的类型是用诗歌的體裁；
2. 讚美：
在希伯来文，称它叫做赞美。那麼它是从哪里来的呢？《诗篇》的第 145 篇，
第 1 节里面，讲到是“大卫的赞美”。赞美是那篇诗篇的名称，可是后来，也
被整个的以色列人，他们称所有的 150 篇诗篇就称作：赞美。所以不管是《诗
篇》它个别詩篇的类型是什麼，但整个《诗篇》的目的就是要来赞美上帝。
这个等一下我们还会再讲到。
3. 禱告
再有人称它叫做：祷告。这是在诗篇的第 72 篇，最后一節讲到说：是耶西
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完毕。所以至少可能在某一个时期，
《诗篇》它的收集、
发展的过程，到《诗篇》第 72 篇，是做一个结束。而从最前面的诗篇到这
里，主要都是大卫对上帝的祷告。所以我们称这是个人对上帝的祷告，也是
没有问题。那我们称它是诗歌，诗是它的文学的体裁；歌呢，是讲到它是可
以用音乐来伴奏的歌唱。所以我们称它是诗篇。天主教的翻译称叫它做“圣
咏”，所以也是可以用来歌咏的诗歌类型。这个我们一般称做诗篇的几个不同
的名称。
二、詩篇的文學與神學大結構
1. 分五捲
《诗篇》我们把它分成五卷。有些人说，那就好像是对应《圣经》里面最前
面的这五卷书称作：摩西五经。所以《诗篇》也可以用五卷来代表它。甚至
有人讲到，诗篇的第一卷可以对应五经的第一卷就是《创世记》，诗篇的第
二卷对应《出埃及记》，第三卷对应《利未记》，第四卷对应《民数记》，第
五卷对应《申命记》。不过我个人觉得，像这样子对应可能会稍微太牵强一
点，不过《诗篇》分成五卷，很显然是受到摩西五经分成五卷的影响，这个
是可以确定的。
那麼我们怎麼来分这个五卷呢？《诗篇》的五卷，第 1 篇和第 2 篇是它的一
个序言，可能是整个《诗篇》完成之后再加上去的。它的第 1 篇讲到，有关
于遵行耶和华的律法。第 2 篇讲到，盼望彌赛亚君王。这个成为整个《诗篇》
的一個序言。而第 3 篇到第 41 篇是《诗篇》的第一卷，第 42 篇到第 72 篇
是第二卷，73 篇到第 89 篇是第三卷，90 篇到 106 篇是第四卷，107 篇到
150 篇是第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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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五卷共同特色
这五卷有些什麼共同的特色呢？我们各位注意到呢，这个每一卷都是用对耶
和华的颂赞来做结束的。我跟各位来举个例子来看看，看《诗篇》的第 41
篇，就是第一卷的结束，第 41 篇的结尾，那邊是这样说： 13 节「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阿们！阿们！」
那看看《诗篇》第 72 篇的结尾，最后一节当然是：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
完毕。它前面是这样说：「独行奇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直到永远。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
然后看《诗篇》的第 89 篇，89 篇其实是一个有关于彌赛亚的预言的诗篇。
在 89 篇的最结尾，它是一个颂赞：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
阿们！
」
再看《诗篇》第 106 篇，结尾是第 48 节：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从亘古直到永远。愿众民都说，“阿们！”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诗篇的第四卷也
是用赞美作结束，那《诗篇》第五卷就更不用讲了。
第 150 篇，整篇都是对耶和华的颂赞。我们甚至很多人也会唱这首诗歌，有
一首中国调子就是用《诗篇》第 150 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它就用这个诗
篇第 150 篇做它这整个的歌唱。我们来读一遍，《诗篇》第 150 篇：「你们
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要因他大能
的作为赞美他，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要用角声赞美他，鼓瑟、弹琴赞
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用大响的钹赞
美他，用高声的钹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
华！」
所以这个《诗篇》第 150 篇，它就是用赞美来做结束。甚至我们还可以这样
来说，诗篇最后的这五篇，从 146 篇到 150 篇，统统都是对耶和华的赞美。
用这连续五篇对耶和华的赞美，作为整个《诗篇》的一个结束，所以我们称
这个《诗篇》是一个赞美，也是当之无愧的。
就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诗篇》每一卷都是用对耶和华的颂赞，来作结
束。而《诗篇》最后的也是用五篇赞美的诗篇来作结束。
这让我们对诗篇整个的分卷和它的作用就可以看的很清楚。每一卷都要带领
人进入到对上帝的赞美的中间。这有点像我们参加聚会的很多时候，在结尾
的时候，都由教会的负责的同工讲赞美的话，讲祝福的话。带领众人对上帝
就有一个颂荣。我们通常唱，就是三一神颂，这个颂榮，作为整個聚会的一
个结束。
3. 編輯過程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诗篇》的编辑过程，《诗篇》中看起来不是说有人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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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开始写作，最后呢写完 150 篇。而是这些诗歌，有不同的作者，它在不
同的地方流传，在不同的地方把它收集成小的诗歌集，这些小的诗歌集慢慢
地再发展，就变成我们今天整个 150 篇。
(1) 小詩歌集
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地方，比如说，《诗篇》的第 72 篇最结尾的地方提到说，
这是“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完毕。”看起来呢，可能在某一个阶段，《诗篇》
就发展到诗篇的第一卷和第二卷就结束了，那里面主要都是大卫的祷告。再
看到《诗篇》的第 103 篇到 107 篇，都是对上帝的颂赞，而里面的 105 篇、
106 篇和 107 篇都是讲到以色列的历史，这些相关的一些诗篇，它就收集在
一起。再有《诗篇》的 111 篇到 114 篇，都是赞美耶和华的大能力。116
篇到 118 篇呢，是赞美耶和华他的慈爱。所以这些主题类似的些诗篇，就收
集成一个小的诗歌集。而 135 篇和 136 篇内容相类似，都是讲到赞美耶和
华的慈爱永远长存。
甚至 136 篇，很多人都注意到它整篇诗篇，每一节都分成上下，上面讲到以
色列的历史，最后一句话，却都是讲到，“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那就好像
在教会里面，前面有一个人带领，他念到上帝的某一些作为，讲到以色列的
历史，然后会众，就都共同地回应“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前面的人念一句，
后面的人就回应一句。前面的人念一句，后面的人就回应，好，大家一起回
应“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再有呢，
《诗篇》的第 146 篇到 150 篇，我们刚才
提过，统统都是赞美诗，同一类型的就放在一起。再有呢，120 篇到 134 篇，
我们称作“上行之诗”，一共有 15 篇。这个上行之诗，它就单独成为一个小的
诗歌集。
可能是在某一些场合，或是某一个时期，有人就把这些诗歌收集在一起。这
15 篇诗歌是不同时期所写的，作者不同，写作的时期也不同，写作的背景
也不同，但是把它们集合起来，用在某一个共同的场合，可能是以色列百姓
他们每年三次要到圣殿那边去朝见神，他们沿途上就喜欢吟唱这些诗歌，而
他们住的地方比较低，耶路撒冷城比较高，要往上面去敬拜上帝，他们唱这
个诗歌，就被称作“上行之诗” ，用来颂赞的诗歌。
还有，按照作者来分，《诗篇》第 73 篇到 83 篇主要都是亚萨所写的，或亚
萨的后裔所写的，这称作亚萨的诗。还有《诗篇》第 42 篇到第 49 篇，84
篇到 88 篇，都是可拉的后裔所写的诗歌。所以这些同一个作者所写的诗歌
也把它规类在一起。
再有《诗篇》第 3 篇到第 41 篇，还有 51 篇到 72 篇，我们刚提过，都是大
卫的祷告，而且在这个里面，特别《诗篇》的五十几篇到六十几篇里面，很
多都在小标题里面有注明说，这是大卫他在某一个情况里面所写的诗歌，那
这些也是放在一起的。
(2) 集錦的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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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像有一些诗歌，它是别的诗歌，可能是几首，共同结合而成的。好像
说《诗篇》的 108 篇，它就是《诗篇》57 篇第 7 到第 11 节，还有 60 篇的
第 5 节到第 12 节集合而成的。
其实我们也可以比较，像《历代志上》第 16 章。《历代志上》第 16 章，它
就是把《诗篇》第九十几篇里面有几首就合成这一篇的诗篇，就在《历代志
上》第 16 章。
所以，古时候跟我们今天有一点类似，就是有一些集锦的诗歌，把几首
不同的诗歌，就把它结合起来，就变成了他们的新的诗歌。
(3) 上帝的名字
还有大家注意到《诗篇》里面有一些内容相同，却分列在不同的书卷当中。
像《诗篇》的第 14 篇跟《诗篇》的第 53 篇，内容都相同，只有一个地方不
同，就是用到上帝的名字不同，
《诗篇》第 14 篇是用耶和华，
《诗篇》53 篇
是用上帝，那这个是什麼原因呢？有人就猜，可能是在不同的团体当中，有
一些人他们当初写作呢就是用耶和华，他们很忠实地忠于原作，唱的时候也
是用耶和华。但另外有一些人，他们说，因为在《圣经》里面，讲到“不可
以妄称耶和华的名”，所以凡是在这个诗歌里面原本是用来讲到耶和华的，他
们就用另外一个字，也就是上帝来代替他。这就反应出他们在神学上面有一
些不同。
再有一点我们注意到，就是在《诗篇》这五卷里面，用到上帝的名字也会有
一些不同的。有些读的时候，要注意到中间的差别。比如说《诗篇》的第一
卷用到上帝的名字只有 13 次，而耶和华是 243 次，比例相差的很悬殊。相
反的，在《诗篇》第二卷里面，用上帝这名字是 140 次，而用耶和华这个名
字是 27 次，比例也是很悬殊，跟第一卷刚好是相反。而《诗篇》的第三卷，
用上帝 38 次，用耶和华 40 次，比例差不多相当。而《诗篇》的第四卷和第
五卷，都是绝大多数都是用耶和华。《诗篇》第四卷里面用上帝是 5 次，用
耶和华是 84 次。第五卷里用上帝是 8 次，用耶和华是 207 次。
所以这样我们大家可以看的出来，《诗篇》第二卷和其它的这几卷，就是比
较不太一样，其它卷里面都是用耶和华比较多，用上帝比较少，而詩篇第二
卷里用上帝比较多，用耶和华非常非常少，这可能也显示出来，在教会团体
中，用上帝的名字是会有一些不同的传统的。
好比说，今天在有些教会里面，我们习惯用上帝，但在另外有些教会里面，
大家又习惯用神，这个讲起来都是同一位，但是看不同的习惯就用不同的方
式。好比说，如果你拿你那个《圣经》
，比如像我这个《圣经》
，这个《圣经》
书籍这里有一个十字，这是联合圣经公会出的，就是说这个《圣经》的版本，
它用神这个名字，而不用上帝。而没有这样的记号的，就是用上帝。这是在
当初中文翻译的时候，产生出的不同的传统，当初翻译的时候有一些宣教士，
就建议把《圣经》里面提到上帝的名字就用“上帝”来翻译。在希伯来文里面
就用 Elohim。他们建议用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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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其实原来是我们中国固有的字，在古代《尚书》里面就用到上帝这个字
眼，这个上帝就是講在天上的皇帝，他是管理宇宙，万有的。可是另外有一
些人就感到说这个 Elohim 它原本的意思就是指神，或者是指神明，在英文
里面就用一个大写的单数的 GOD 作为代表。这是指以色列人所敬拜的独一
的真神。既然如此的话，那我们在《圣经》里面，凡是提到以色列人所敬拜
的这位独一的真神，就应该把他翻译为神，这样会比较好。不过在中国，在
北方跟在南方，用上帝跟神就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在有些地方比如说用上帝
这个名称可以接受，用神就不太好。因为他们那个地方，可能講到說，赌博
的神、喝酒的神，这些神都不太好，所以他们建议就用上帝这个名称，来称
呼基督教所敬拜的这位独一的真神是比较恰当。而在另外有一些地方，他们
认为把他翻译成神没有问题，所以现在我们的《圣经》就有两种版本，内容
都相同，只有用“上帝”跟用“神”是不一样。原本是“上帝”那两个字，就把上面
那字空掉，下面就换成“神”。
有一次我到香港的圣经公会，他们就指给我看，当初在改版的时候，把那个
铅字换掉，把“上帝＂换成“神＂字。不过呢，中间还是会有失误，就有一个
地方，原本应该是“上帝＂的地方，换成“神＂的时候没有完全改掉，那麼就
留下了一个痕迹。那今天我们各位在用的时候，就看你在哪个教会里面，如
果这个教会里面大家习惯用上帝，那你就用上帝。习惯用神，你就用神，各
人自己私下用的时候，倒是没有什麼太大关系，这都是可以交互地使用。
4. 詩篇小標題
《诗篇》里面还有小标题，它有些不同的作用。第一个是提供作者，第二个
是提供写作的动机，第三个是作品的性质，第四个就是音乐的注解。
(1) 作者
我们简单来说一下，《诗篇》里面小标题，提供给我们有一些不同的作者，
第一个当然是大卫，因为至少有 73 篇讲到是跟大卫有关的，可能是大卫写
的，或是大卫写给别人的，或者是别人写给大卫的，或是别人写有关大卫的
诗歌，所以我们猜，看来比较多可能是大卫自己所写的，一共有 73 篇，占
到整个《诗篇》150 篇的一半。再来呢，就是所罗门，所罗门是大卫的儿子，
他也写了几篇诗篇。还有是亚萨、希幔、可拉的后裔，这都是利未人。
在大卫的时候他就分派，亚萨、希幔这些人来带领唱诗班。利未的三个大的
家族，各有一个作为首领来带领整个唱诗班。他们是用音乐来事奉上帝，这
就是今天在有些教会里面，大家共用这樣方式。教会里面有传道人，有牧师，
而且在教会里面特别分派一些人，他们用诗歌、用音乐带领众人来颂赞上帝。
可是像这种用音乐来赞美上帝，他都是要经过特别的训练，他是跟天分有关，
可能甚至在这个家族里面，连续好几代都有受到音乐的训练，他们也都有这
个我们称做音乐细胞，他们就特别用诗歌来敬拜上帝。当然我们一般人也都
可以用诗歌来敬拜上帝，但是也有一些人他们是专业来敬拜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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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历史上很有名的巴哈，巴哈这个家族，个个都是音乐家，但巴哈自己，
他被称作“音乐之父”，他生了二十个小孩，他的家庭里面就成为一个很好很
好的赞美上帝的乐团跟诗班。
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有一些人特别有这方面的恩賜，他写作诗歌，或
他演奏乐器，或他带领诗班，带领众人一起来颂赞神。那这个亚萨、希幔、
可拉的后裔可能都是这一类的人。我们在《诗篇》里面讲到说，像大卫写作
的诗歌，要交给伶长。这个伶长就是指带领唱诗歌的领袖。还有一个是摩西，
《诗篇》第 90 篇，是神人摩西的诗歌。可是那接下来的 91 篇也是摩西所写
的，那篇诗篇没有注明，但是我们猜应该是他写的。
(2) 寫作的動機
写作的动机在《诗篇》的第一卷跟第二卷里面讲的最多了，多是讲到大卫的
生平，和多半和他的受苦有关系，我们在以后会再提到，
《圣经》
《诗篇》里
的哀歌，这是对上帝报怨的诗歌，或是向上帝哀叹苦情的诗歌，这些诗歌里
面比较多都是跟大卫有关。所以大卫他是一个诗人，他常常把他自己内心的
痛苦向上帝来倾诉。
(3) 作品的性質
这里面讲到，小标题裏提到《诗篇》的作品的性质，有一些诗篇被称作金诗，
这大概就是一些最脍炙人口的一些诗篇。还有一些诗篇被称作训诲诗，可能
就是原本是个人的经验，后来却化做众人共同的一个生命的体验，从个人的
生命見证，化做众人共同对上帝的一个颂赞。这被称作训诲诗。
再有《诗篇》里面小标题，提到《诗篇》的各种用法，用在什麼聚会，用它
的目的为何。比如说《诗篇》第 29 篇，它可能是一个献殿的祷告。有些人
说，献殿的祷告是在《诗篇》第 30 篇的开头，可能是那小标题它放的位置
放错。
《诗篇》的第 30 篇的小标题可能是应该放在《诗篇》的第 29 篇的结
尾，因为 29 篇它才是真正讲到有关于跟圣殿有关的，30 篇反而跟奉献这圣
殿没有什麼太大关系，它应该是放在《诗篇》第 29 篇的标题里面。
《诗篇》的第 45 篇讲到，这是一个王室的婚礼。《诗篇》第 92 篇讲到，这
是安息日念诵的诗歌，
《诗篇》第 113 篇到 118 篇，这是我们一般称作哈利
路亚诗，它在什麼时候唱呢 ？特别是在逾越节的时候唱。所以《圣经》的
《马太福音》第 26 章里面讲到，耶稣和他的门徒，他们唱诗，就往橄榄山
去。他们唱什麼诗呢，大家一般推测，大概就是唱《诗篇》第 113 篇到 118
篇，这几篇诗都是讲到对耶和华的颂赞。
而特别是第 118 篇，这篇诗篇是我们称作彌赛亚的诗篇，那里面讲到人所弃
絕房角的那塊石头，而耶和华把它选做房角的头块石头，那其实就是讲到耶
稣基督了。再有像《诗篇》第 120 篇到 134 篇，那就讲到以色列人，他们
每年三次到耶路撒冷去敬拜上帝。这个过节的时候唱的诗歌。
《诗篇》第 100
篇还有 136 篇，都是属于感恩的诗篇，而 102 篇就是向上帝来吐露苦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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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所以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场合，都会有相类似的诗歌跟它来相对应。
(4) 音樂的注解
再来一个就是音乐的注解了
a 有的失傳
这个我们必須承认，里面有好多我們今天都已经失传了，我们不知道它真正
的意思是如何，但我们大概提出几个：这里面提到有像“朝鹿”，提到“休要毁
坏”，这些今天我们都已经不知道了，他到底是哪一个调子。
b 調用女音 (例:詩 46 篇)
还有讲到说，“调用女音”，这可能是讲到，是给那些女高音唱的。
c 調用远方无声鴿 (例:詩 56 篇)
再又讲到“远方无声鴿”，这一般推测，可能是一些哀怨的曲调。
d 麻哈拉利暗俄 (例:詩 88 篇)
还有一个“麻哈拉利暗俄”，有些人看到这些字，就不知道到底是什麼，这可
能是一个舞曲。
e 慕拉便 (例:詩 9 篇)
还有“慕拉便”，“慕拉便”的意思可能就是讲到“不会死掉”的意思，这是一个悲哀
的曲子。
f 调用流离歌 (例:詩 7 篇)
还有一种“调用流离歌”，那可能就是一种哀歌，在《圣经》里面《哈巴谷书》
第三章也是用调用流离歌，那是一种哀歌的形式。我们曾经提到哀歌呢，就
是用前长后短，三长两短的方式来表达的。
g 调用百合花 (例:詩 45, 60, 69, 80 篇)
还用“调用百合花”，这可能是一种优雅的曲调，甚至可能是在婚礼当中用的
一个颂赞的诗歌调子。
h 调用第八 (例:詩 6, 12 篇)
还有一种称作“调用第八”，但到底是高八度呢，还是低八度呢，这我们就不
知道，可能是男低音或者是女高音在唱，我们确实需要说明，这个音乐注解，
在我们今天有很多很多已经失传了。这是我簡單的讲到有关《诗篇》里面。
新約的詩歌
《新约》里面有没有诗歌呢？也有，只是我们比较没有那麼多，像《圣经》
《旧约》里面把它收集成册，变成一个大的诗歌集。
路加福音
《新约》里面我特别跟大家提到，第一个是《路加福音》
，
《路加福音》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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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好几首诗歌，好比说
a《路加福音》第一章 46 节到第 55 节，这个我们称做是「尊主颂」
，就是
马利亚对上帝的一个颂赞的诗歌。
b《路加福音》第一章 68 节到 79 节，是撒迦利亚这个祭司对上帝的颂赞。
c《路加福音》第二章 29 节到 30 节，这是西面看到耶稣基督，他对上帝的
颂赞。我们称做「西面颂」。
d 还有《路加福音》第二章 14 节，这是耶稣基督诞生，就有天使在上面的
颂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与神，在地上平安归与他所喜悦的人。”这是一
个荣耀归主颂。
以弗所书
在《路加福音》你看到好几首不同的诗歌，其它的书卷里面也有一些诗歌，
好像在《以弗所书》第五章 19 节里面提到说，我们这些信主的人，被圣灵
充满，就应当用诗章、颂词、灵歌来颂赞上帝。
罗马书
在《罗马书》第 11 章 33 节到 36 节，这是我们很喜欢的，我一定要带大家
一起来看一下，
《罗马书》第 11 章，就是保罗他写完了有关于耶稣基督的救
赎，他就发出了颂赞，是保罗自己的颂赞，也可能是保罗他引用了当时已經
流行的一个颂赞诗歌。在《罗马书》的第 11 章 33 节到 36 节里面说：
「33 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
34 谁知道主的心？谁作过他的谋士呢？35 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
36 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
」
你看我们读到这个诗歌，每个人都要从座位上就要跳起来，因为我们内心里
面被上帝的灵感动，对上帝充满感谢，就要发出颂赞。
提摩太前书
再有，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 16 节，也是保罗他所写出来的，这一段他
特别讲到关于耶稣基督他诞生跟事奉神，为我们成为上帝所喜悦。在《提摩
太前书》第三章 16 节，因为他说，
「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
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
被接在荣耀里。」这个把耶稣降生、受难、跟他被接到上帝的荣耀里面，而
且他被传扬出来，整个的统统都已经讲出来了。
犹大书
还有一个是在《犹大书》的 24 节和 25 节，《犹大书》只有一章，不要听人
家讲说《犹大书》第二章，那不是在《圣经》里面。
《犹大书》的 24 节和
24
25 节，那也是一个祝福的话，「 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
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25 愿荣耀、威严、能力、
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
们！」
启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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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大家来看，在《启示录》里面也有对上帝的颂赞。《启示录》里
的第五章，我们举一个例子，《启示录》里的第五章第 12 节到第 14 节，那
裡说「12…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
赞的。13‧‧‧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
远远。」所以讲到在《圣经》里面《新约》中也受到这样影响，也有一些诗
歌。其实我们讲到这里，很多人会想到，其实《新约》的教会跟这些诗歌是
有很密切的关系。
记得我有一年到欧洲，就是从亚洲的土耳其进入到欧洲的希腊，就是顺着保
罗他所走的那个路线来前行，第一站当然是到欧洲的腓立比，到腓立比我们
大家记得，保罗被关在监牢里面，他跟西拉在半夜的时候还在唱诗歌，结果
就唱到，地大震动，监狱的门大开，犯人身上的锁链统统都断掉，而监狱里
面的狱卒也就因此就信從了耶稣，他的全家就得到拯救。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来讲，在欧洲第一个教会就是从保罗和西拉，他们的赞美
上帝唱诗歌来开始的，我们今天基督教会呢，唱诗歌也成为我们共同的传统。
任何的教会，特别是我们一般弟兄姊妹主要可以积极参与的，多半都是唱诗
歌。但愿唱诗歌可以成为我们一个共同的经验。
思考問題：
1. 聖經的《詩篇》共分成幾卷？它們都以哪一個主題來作結尾？
2. 比起《詩篇》新約裏的詩歌有哪一些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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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 詩篇導論
單元二

5. 詩篇的神學
那我现在跟大家再讲到有关于《诗篇》的一个大结构，《诗篇》它是有它的
文学结构，我们在前面曾经提过，它分成五卷。而这五卷，其实都有一些共
同的文学结构，值得我们特别注意。我们要从《诗篇》的文学大结构，来看
到它的神学意义，这对我们今天大家来读《诗篇》也是有很大的帮助。
《诗篇》的序言，第 1 篇和第 2 篇，第 1 篇我们讲到律法，第 2 篇就是讲到
彌赛亚。而《诗篇》第一卷，我们注意到从第 3 篇到第 41 篇，第 18 篇是有
关于彌赛亚的诗篇，而第 19 篇就是讲到律法诗，在那一篇里就讲到說，你
的话语就胜过精金，你的话语比蜜还要甘甜。这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的，
一首有关于上帝律法的诗篇。
而律法的诗篇都是跟彌赛亚的诗是紧邻在一起出现的，《诗篇》第一卷最后
一篇是第 41 篇，这篇在《约翰福音》第 13 章，耶稣曾经引用过，就讲到说，
与我同桌吃饭的人，却用脚踢我。我们说这篇诗篇看起来，好像跟彌赛亚的
預言没有什麼太大的關係，可是耶稣看它呢，是在《诗篇》的第一卷的最后
一篇，却是跟他的預言有关系，所以他就引用了中間的那一節，说与我同桌
吃饭的，却用脚来踢我。这预言到耶稣基督被人出卖。而这篇的结尾第 13
节，就是讲到对上帝的颂赞。所以用這彌赛亚的诗来结束第一卷，也藉著这
个彌赛亚诗，带来众人对上帝的颂赞。
这个模式，我們在《诗篇》的第二卷里面大家也可以看到，《诗篇》的第二
卷都是讲大卫的诗，里面非常的多，多半是讲到有关他的受苦的方面，可是
你看《诗篇》的第二卷结尾是 72 篇，72 篇它是一个有关于理想的君王的诗
篇，假如这个理想的君王他顾念贫穷人，他为他们申张公義，他替上帝来替
天行道，他顾念他的百姓，而这个理想的君王，他的国度也要无穷，他治理
的范围也要直到地极，那这是一个理想君王的一个最好最好的诗篇。而这篇
诗篇的结尾也是对上帝的颂赞，所以你看到《诗篇》的第二卷最後也是用彌
赛亚诗来作为结束。
那看《诗篇》第三卷也是一样，
《诗篇》第三卷里面多半是亚萨的诗，而《诗
篇》的第三卷最后一篇 89 篇，就是一个彌赛亚诗。89 篇分成两个大段落，
前面一大段是讲到有关于大卫蒙上帝拣选，成为这个受膏者。而后面一大段
是讲到大卫的后代，坐在以色列的宝座上面，这些君王都不行上帝的道，结
果他们就离弃了神，也被上帝离弃。但这篇诗篇却让人更加看到，对将来弥
賽亚的一个盼望。89 篇最后是用颂赞做结束。
《诗篇》的第四卷是从 90 篇到 106 篇，93 篇到 101 篇有一个共同的主题，
就是：耶和华作王，这好像就是回应《诗篇》的第 89 篇。89 篇是对地上的
君王的失望，而 93 篇到 101 篇是讲到，天上的君王，这个耶和华，他就来
到地上，来治理他的百姓，让人的失望就转成了盼望。曉得說耶和华自己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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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带给他们最大的希望，有了这样的彌赛亚作王，或说耶和华作王，就有
《诗篇》103 篇到 106 篇对耶和华的颂赞。那一篇我们看到都是哈利路亚诗
篇。我们中国聖經把它翻译成：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原来的文字就是哈利
路亚。106 篇的最后一节也是对耶和华的颂赞。然后第五卷我们看到，它是
由几部小诗歌集共同组成的一卷，这里面最主要都是对上帝的颂赞。
从 107 篇到 112 篇，这里面是一个小的诗歌集，它后面结尾的地方是 110
篇，这是一个彌赛亚诗，那邊讲到说：耶和华使他得胜，使他的仇敌作他的
脚凳。讲到说，耶和华特别拣选他，使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来作祭司，
作君王。因為麦基洗德是聖經里第一个提到的祭司，也是第一个提到的君王，
而且他是一个君尊的祭司，这个麦基洗德就成为后来所有彌赛亚预言的一个
基础。那麼 111 篇和 112 篇可能是跟耶和华的律法有关的，所以你看到弥
賽亚诗和律法诗，讲到律法的诗篇，紧紧在一起出现。
113 和 118 篇我们称作哈利路亚诗，118 篇是讲到彌赛亚。119 篇是我们大
家最熟悉最熟悉的，一共有 176 节，是《圣经》里面最长最长的一篇。这篇
诗篇只有一个主题，就是讲到耶和华的律法，而这个律法就是跟彌赛亚紧紧
连在一起的。
120 篇到 134 篇，这是一个小诗歌集，这是上行之诗。而你注意到吗？这些
上行之诗，它有一个共同特色，每一篇都很短，通常都不超过 8 节，甚至有
几篇只有 3 节。可是就是有一篇，在这个小诗歌集里面篇幅最长，就是《诗
篇》的 132 篇，而《诗篇》的 132 篇就是讲到有关这个彌赛亚，这个彌赛
亚他是一个君王，但他最终的责任，却是要来建造圣殿。这个 132 篇就是有
关于彌赛亚的一個预言诗篇，这个诗篇就放在上行之诗的最后，靠近结尾的
地方。而以 134 篇作为这个小诗歌集的结束。它是一个对上帝的颂赞。
在圣殿里面聚会快要结束了，时间已经很晚了，祭司和百姓彼此就在互相的
祝福和祷告，百姓呼吁这个祭司，说你夜间在这个圣殿里面，要举手向上帝
来颂赞，而祭司也为百姓来祝福，让他们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到自己的地方。
最后，
《诗篇》的 135 篇到 145 篇，这是大卫的诗，所以你看到前面的第一
卷和第二卷，讲到大卫的祷告，但没有把大卫的所有的诗篇统统都放在里面。
135 篇到 145 篇也是大卫的诗，而 144 篇是一个彌赛亚诗，讲到耶和华作王
直到永远。而 145 篇是一个颂赞。
最后《诗篇》的结束是 146 篇到 150 篇，这是我们一般称作是一个哈利路
亚诗，用颂赞来作一个整個总结。
那麼我从这个结构来跟大家分享，就会看到
(1) 律法诗、彌赛亚诗和颂赞诗貫穿
整个《诗篇》一共 150 篇，是用三类的诗歌来贯穿，就是律法诗、彌赛亚诗
和颂赞诗。我们注意到里面有几篇特别是讲到律法的诗篇，好像《诗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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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篇、第 19 篇、第 119 篇还有 111 篇和 112 篇，这些诗篇都是紧跟在彌
赛亚的诗篇一起出现。
《诗篇》的第 1 篇是一个律法诗，接下来就有第 2 篇讲到彌赛亚。
《诗篇》的第 19 篇讲到律法诗，它前面的第 18 篇就是讲到彌赛亚。
《诗篇》的第 119 篇是讲到律法，而前面的 118 篇是讲到彌赛亚。
所以这个律法诗和彌赛亚诗是紧邻在一起出现，这构成《诗篇》第 1 篇到第
119 篇的一个大的结构。而《诗篇》的第五卷里面有三组的小诗歌集，哈利
路亚诗、上行之诗还有大卫之诗，这三个小诗歌集都是用彌赛亚诗和颂赞诗
来作为结束。而第四卷就是从《诗篇》第 90 篇到 106 篇，它前面大部分就
是从 93 篇到 101 篇都是用关于耶和华作王这个主题，而用颂赞作为结束。
《诗篇》各卷都是用颂赞来结束的。其中的第一卷、第二卷和第三卷都是用
彌赛亚诗来结束，而最后的第五卷，就是 146 篇到 150 篇，统统都是对耶
和华的颂赞，这是哈利路亚诗。这个显得出来《诗篇》它整个写作的目的，
就是要来颂赞上帝。
所以这个《诗篇》的大结构，我在这个地方讲到，它似乎是要强调：惟有借
着遵循律法和彌赛亚的来临才能够带领人，进入到完全的颂赞里面。遵循律
法或者是一个开头，而彌赛亚赐给我们属靈的力量，带领我们可以真正地來
敬拜上帝。
(2) 詩篇類型
那我在这边也另外讲到，我们敬拜上帝，看到《诗篇》里面，它可以分成几
个不同的类型，
《诗篇》有些人把它做一些分类，有对上帝的哀歌，有颂赞、
信靠、赞美。
颂赞里面又可以分成几类，赞美上帝的救恩，赞美上帝的掌管历史，赞美上
帝的创造。你不管是哪一类的诗歌，最后都是要帶領人，进入到对上帝的赞
美的。
那麼我们以后再讲到哀歌的话呢，也会注意到，哀歌，就是人对上帝的抱怨。
但是哀歌或许是诗歌的格式，诗歌的類型。但哀歌不能够拦阻人，不对上帝
来颂赞。这些哀歌它都有些共同的格式，从抱怨讲到他的苦况，讲到他对上
帝的信靠，最后一定进入到对上帝的许愿和赞美。即使像哀歌是人最痛苦的
时候，对上帝的祷告，但是都是要以赞美作为它的结束。
这个我们看整个《诗篇》150 篇，也差不多可以看出来，
《诗篇》150 篇，
大概哀歌多半在它的第一卷和第二卷，多半都是大卫的祷告，而最后的《诗
篇》的第四卷和第五卷，都以颂赞为主要。所以它以哀歌作开头，它以颂赞
作结尾。这也是讲到我们个人在上帝面前一个祷告的生活里面很宝贵的。
有些人说，我们不会做人的话，多读《箴言》
；不会祷告的话，多读《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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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不同的景况里面，都可以在《诗篇》里面找到一些合适他的，能够表达
他内心里面景况的这些诗篇，来对上帝的颂赞。好，这是《诗篇》里面的大
结构，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上帝的颂赞。
最后再讲到另外一个，
《诗篇》的哀歌，
《诗篇》里面有一类的诗歌，我们称
作哀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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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歌

一、早期的哀歌
最早期的哀歌可以在《约书亚记》里可以看到，《约书亚记》第七章第 7 节
到第 9 节。在《士师记》的第 21 章的第 3 节也有提到哀歌，
《士师记》第
15 章 18 节里面也提到有哀歌，我们稍微看一下。看到《约书亚记》第七章，
第 7 节到第 9 节：
「7 约书亚说：『哀哉！主耶和华啊，你为什麼竟领这百姓
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
河那边倒好。8 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我还有什麼可说的
呢？9 迦南人和这地一切的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名从地上
除灭。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
你看看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有许多不如意的事情，人在不如意的景况里面，
也有对上帝的抱怨，这些抱怨我们一般就把它们归在叫做哀歌里面，哀歌其
实就是抱怨。早期的哀歌，我们刚才读到《约书亚记》第七章，另外像《士
师记》里面也有提到几个。
二、詩篇裏哀歌的形式
哀歌在这个《诗篇》里面，占到大概五分之二的篇幅，主要在第一卷、第二
卷还有第三卷，它的标准形式可以用四个方面来说明。
第一个，就是追述上帝过去的作为。
第二个，就是抱怨上帝今天的不顾，。
第三个，就是坚持上帝是我唯一的盼望。
第四个，就是赞美上帝将来的行动。
这是哀歌它共同的一个形式，那这种形式在以色列周圍的一些国家，他们也
有一些抱怨的诗歌等等，但是都没有像以色列的哀歌这样的形式。特别是第
四点，哀歌里面一定包含对上帝的赞美，对上帝的许愿。即使上帝还没有正
式来施行拯救，但是我已经得到了确实的把握，我可以来对上帝颂赞。所以
我们在读哀歌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常常从抱怨、恳求，突然转成
对上帝的许愿和赞美。
有一个学者是这样说，赞美，它不是跟上帝讨价还价，而是一个信心的表现。
这种赞美的誓愿，在巴比伦和埃及的哀歌里面都没有的，而这些誓愿都是指
著将来，我已经得到主的应许，我就来赞美上帝，不需要等到事情完全成就。
三、個人哀歌和團體哀歌
那有关于哀歌里面，我们把它分成两个大的类型，一个是属于个人的哀歌，
一个是属于团体的哀歌。
1. 作者
在个人的哀歌里面，作者主要都是大卫，这也是让我们对大卫的内心世界，
可以有更多的认识。它是以《诗篇》的第一卷和第二卷为主。团体的哀歌，
作者主要都是亚萨，还有可拉的后裔。出现在《诗篇》的第二卷和第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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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痛苦來源
无论痛苦的来源和痛苦的原因，个人的哀歌里面就直接讲到，就是上帝，就
是你。但是祈祷的时候比较间接，比较委婉一些，它主要是求，求上帝不要
拒绝，求上帝不要远离，求上帝不要忘记，求上帝不要不听，求上帝不要不
救。他用这个比较间接的委婉的方式，表达对上帝的抱怨。讲到他的痛苦的
来源，他也可以提到“我”或是“我们”，主要是讲到身体和心灵里面，受到双重
的痛苦跟羞辱。他有时候讲到“他们”，他们是我痛苦的来源，这个他们多半
是讲到，是在同一个信仰的团体里面，有人就是会去欺压别人，这些人太强
大了，我们对他无从对抗，而且没有人来救我。
那再讲到团体哀歌里面，讲到痛苦来源，比如讲到我，讲到你，讲到他，他
讲到上帝的时候呢，多半非常的直接，而且语气非常的尖锐，对上帝就直接
地来问：“为什麼？” 问上帝说 “这个事情要到什麼时候才结束呢？” 在团体
哀歌里面，如果说讲到我，是这个痛苦的来源，比较多就讲到我们整个团体
的罪，就是因为我们的罪，我们没有遵行上帝的道，偏离了他的路，我们违
背了他的約，以至于我們今天受到上帝给我们这麼多的刑罚。这是我们自食
恶果。那讲到说敌人呢，就讲到他们，这都是讲到说敌国，敌国呢，他来侵
略我们，敌国践踏我们的城，敌国擄掠我们的百姓，甚至杀害我们的同胞，
这是成为我们受痛苦的主要来源。
3. 祈求
在哀歌里面有对上帝的祈求，在个人哀歌比较多的是求上帝，拯救我脱离苦
境。而在团体哀歌里面，讲的更多的，比较激烈的话，求上帝垂听，求上帝
赦罪，求上帝拯救，还有求上帝要击打仇敌。
4. 衍生類型 - 个人哀歌: 智慧诗，悔罪诗
团体哀歌: 诅咒诗
而这个衍生的类型，在个人哀歌里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有智慧诗，我们在
这个社会当中就看到有些人，平常有恶言恶语，做出来的恶形恶状，可是呢
却能够其生也荣，其死也哀。那我们这些人，信靠上帝，却觉得好像是生活
在苦膽当中，而这個是智慧诗，得智慧是因为人的心中的不平，就逼的人来
到上帝面前，上帝开他的眼目，看見原来这样的人当中，上帝是怎样的来对
待他。想想他最后的结局是如何。这个像《诗篇》第 73 篇、《诗篇》第 37
篇都是最好的例子。
个人哀歌，另外一个衍生的类型就是悔罪诗，我犯罪了，我得罪上帝了，我
不能够怪罪任何其他的人，就是我自己，惟独我的罪，在上帝面前被他纪念，
惟独我的罪，被上帝刑罚，我在上帝面前向他来深深地悔罪。求上帝来施恩
给我。所以这种悔罪诗在《诗篇》里面大概有六篇，是属于个人的悔罪诗。
最有名的一篇就是《诗篇》的第 51 篇，大卫与拔示巴犯罪以后，他就来向
上帝来献上悔罪的祷告。
团体哀歌，它的衍生类型，就是我们一般称作诅咒诗，这诅咒诗特别里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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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字句：求上帝击打仇敌，这个是我们很难面对的事情。有些人说这些诗
篇可以放在《圣经》里面吗？但是确实把人的内心里面的痛苦，对上帝的抱
怨把它都表达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到這個在《圣经》《诗篇》里面，是一个
很重要的类型，就称作哀歌，有个人的哀歌，也有团体的哀歌。
四、團體哀歌
那麼我再稍微简单地说明一点，有关于团体哀歌，团体哀歌讲到三个痛苦的
来源，讲到 1. 你我他，这些报怨，那麼有三段經文又不太一样，它讲到这
个干旱可能取代仇敌，在《诗篇》第 83 篇里面特别讲到， 2. 仇敌就是成
为我们抱怨的来源，我们受苦的来源。
《诗篇》第 83 篇比较不一样，因为它
整篇诗篇都是讲到，仇敌就是我们主要痛苦的来源。而在《耶利米哀歌》，
就是耶利米先知，在耶路撒冷城破的时候，他所写下来的哀歌。《耶利米哀
歌》第五章，講到就是我们，因为我们这些人犯了罪，使上帝刑罚我们， 3.
我们这些人的罪是我们最主要的痛苦的来源。
团体哀歌里面有抱怨上帝，有抱怨自己的苦况，有抱怨仇敌对人的侵害。
五、個人哀歌
那个人哀歌，我们跟团体哀歌作一个比较，个人哀歌
1. 对上帝有抱怨，不过不像团体哀歌那样子的显著，那样子的尖锐，它比
较是用间接的方式表达出来了。好像说如果我们读《诗篇》第 27 篇第 9 节
那里，他就求上帝，主啊，求你不要掩面不顧我。求你不要在怒中远离我，
求你不要剪除、离弃我。
（注：意譯）像这种对上帝的抱怨跟对上帝的恳求，
是在一起的出现，也是用比较委婉的方式。那另外像《诗篇》第 22 篇也是
一个很好的例子，
《诗篇》第 22 篇里面他抱怨上帝，也跟上面的恳求是连在
一起出现的。
2. 个人的苦况方面，在团体的哀歌主要是讲到，仇敌对我的攻击造成痛苦，
在个人哀歌里面比较少提到这些，它比较多地提到哪些呢？提到说：我身体
受苦了，我灵性受损了，我面临死亡的威胁了，还有贫穷、困苦临到我，还
有自己的自卑、可怜等等。这是成为个人在上帝面前抱怨的一些主要原因。
3. 抱怨仇敵，个人哀歌里面抱怨仇敌的话，他是求神什麼呢？他要求神怎
麼样来对待仇敌？也告诉上帝这些仇敌真实的性质，这些仇敌被称做是恶
人。在《诗篇》里面多半讲到恶人是什麼，多半講到恶人就是那些不按照上
帝是神来敬拜祂，不按照上帝给人的指引来生活，这些就称做是恶人。这些
恶人呢，他们不相信上帝，他们也不看重一般的人，但他们带给这些信靠上
帝的人很大很大的痛苦。
这些哀歌在《圣经》里面很多，但是我们要特别注意到，哀歌里面几个主要
的格式。我们在前面已经提过，这在我们今天生活当中还是可以常常来用。
我们在生活中间，都会追念上帝过去的作为，这是提醒我们上帝他的信實是
永远不会改变的。但是在我们今天生活中，有许多不愉快、许多的不顺遂，

詩篇與智慧書：第二課

17

这是抱怨上帝今天不顧，这是上帝不同在或是上帝远离了，他似乎不理我了，
可是呢，我还是坚持上帝是我唯一的盼望。因为我信靠上帝，我恳求他，他
是我唯一的出路。而且我就赞美上帝，將來的拯救，一旦我有了把握，知道
說上帝必定要行动，我就要来赞美他。即使上帝給我的应许还没有完全实现，
但是我就已经决定，要来赞美神。求主賜恩給大家，讓我們在哀歌裡面多有
一些學習。
思考問題：
1. 《詩篇》的五卷是怎麼分法？它們以什麼模式來表達哪些神學思想？
2. 《詩篇》用哪三類詩來貫穿？
3. 你認為人可以向神抱怨嗎？你對哀歌的看法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