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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書名

•原文書名是 tehillim (希伯來文)–“讚美”的意思

•七十士譯本書名是“psalms” 或 “psalter”(希臘文)–
“絲弦的樂器” 的意思

•中文聖經將此書譯為“詩篇”，英文聖經則襲用Psalms之名

•從內容來看，本書是詩篇。從目的來看，本書是為了讚美神。
從使用方法來看，歷代的信徒常將詩篇配上音樂，以歌曲的
方式唱出

•歸納起來，我們可以說“詩篇”就是“讚美的詩歌”



•希伯來文舊約聖經: 1. 律法書 2. 先知書
3. 聖卷，詩歌文學共11卷

•聖卷的第一卷

路24:44b「摩西的律法、先知的書，和詩篇上所記的，
凡指著我的話都必須應驗。」

•聖經中第19卷經書，智慧書: 約伯記、詩篇、箴言、傳道書、雅
歌，原文都是以詩詞歌賦的體裁寫的

•詩篇是 “人向神”的感想集，主要目的為詩人向神敬拜、禱告
及讚美



二、背景

1. 大衛為有名善歌者，曾編有詩歌 (撒下1，22，23），
且創立詩班 (代上6:31、16:7、25:1)

2. 所羅門作詩歌超越千首 (王上4:32 他作箴言三千句．詩歌一千
零五首。)

3. 可拉為哥轄 (利未三子革順、哥轄、米拉利) 的後裔；希幔為可拉的
後裔，亞薩為革順的後裔，以探是米拉利的後裔，他們都有人在聖
殿供唱歌之職 (出6:16)。

4. 許多亞薩後裔從巴比倫回國，參與所羅巴伯之獻殿禮。

拉3:10「匠人立耶和華殿根基的時候、祭司皆穿禮服吹
號、亞薩的子孫利未人敲鈸、照以色列王大衛
所定的例、都站著讚美耶和華。」



I. 當第二座聖殿 (所羅巴伯聖殿) 的時代，詩篇已經成書，
並被使用。到了耶穌的時候，猶太人已經廣泛的在各會堂
使用詩篇敬拜神。

II. 詩篇除了讚美神之外，還具有教導性，並且是很好的祈禱文。
古人使用詩篇來讚美、教導、祈禱。

III. 主要是用來唱的，而不是用來讀的。古人常配合樂器的伴奏，
於敬拜時頌唱詩篇。

弗5:19「當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對說，口唱心和
地讚美主。」

三、用途



IV. 使徒引用: 基督怎樣比天使尊貴

希伯來書 詩篇

基督是神的兒子 1: 5-6 2: 7

天使是神的僕役 1: 7，14 104: 4

基督的國度是永遠的 1: 8-9 45: 6

基督是世界的創造者 1: 10 102: 25

神裡基督獨特的榮耀 1: 13 110: 1



四、體裁

•平行 (或對稱) 詩句
•同義平行句 (Synonymous Parallelism) : 子句重覆母句的意思，
在思想上沒有任何增減。

詩117:1「萬國阿、你們都當讚美耶和華．萬民哪、

你們都當頌讚他。」

詩19:2「這日到那日發出言語．這夜到那夜傳出知識。」



•反義平行句 (Antithetic Parallelism) : 字句和母句思想相反。

詩1:6 「因為耶和華知道義人的道路．惡人的道路、
卻必滅亡。」

詩37:9 「因為作惡的必被剪除，惟有等候耶和華的必
承受地土。」

詩90:6 「早晨發芽生長，晚上割下枯乾。」



•綜合平行句 (Synthetic Parallelism) : 詩篇中最常用的
筆法、即每句的意義是連續性的、第二行解釋或增添
第一行之意義。

詩27:6a「現在我得以昂首、高過四面的仇敵」

詩19:7-9「耶和華的律法全備，能甦醒人心；耶和華的
法度確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華的訓詞
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華的命令清潔，
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華的道理潔淨，存到
永遠；耶和華的典章真實，全然公義。」



•類比平行句: 在上一行中運用比喻來說明下行要傳遞的意義。

詩103:13「父親怎樣憐恤他的兒女，耶和華也怎樣憐恤
敬畏祂的人。」

•部份對仗的平行句: 上下行句中只有部分的字詞是對仗的，這種詩在
詩篇中相當多，且變化也大。

詩21:10「你必從世上滅絕他們的子孫，從人間滅絕他們的
後裔。」

詩22:20「 求你救我的靈魂脫離刀劍，救我的生命脫離太類。」

•其他的平行句尚有首尾平行句 (103)、呼應平行句 (115:11)、進行的
平行句 (29:1)、字母詩平行句 (119) 等。



五、內容要點



五、內容要點

•卷一結束讚美詩

•卷二結束讚美詩

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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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行奇事的耶和華以色列的神，是應當稱頌的。」

詩 「他榮耀的名也當稱頌，直到永遠。願他的榮耀充樠
全 地。阿們！阿們！」



•卷三結束讚美詩

•卷四結束讚美詩

•卷五結束讚美詩

詩89:52「耶和華是應當稱頌的，直到永遠。阿們！阿們！」

詩106:48「耶和華以色列的神是應當稱頌的，從亙古直到永遠。
願眾民都說：「阿們。」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詩150:6「凡有氣息的，都要讚美耶和華！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 150:1-6 詩篇 150篇是整本詩篇的總榮耀頌

「 1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在神的聖所讚美
他、在他顯能力的穹蒼讚美他。2 要因他大
能的作為讚美他、按著他極美的大德讚美
他。 3 要用角聲讚美他、鼓瑟彈琴讚美
他．4 擊鼓跳舞讚美他、用絲絃的樂器、和
簫的聲音讚美他． 5 用大響的鈸讚美他、
用高聲的鈸讚美他。6 凡有氣息的、都要讚
美耶和華。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



宇宙大讚美 (150篇)

大綱

一、讚美的對象

二、讚美的場所

三、讚美的原因

四、讚美的方式

五、誰來讚美神

啟7:9, 10

天上的敬拜



•絲弦的樂器: 4、6、54、61、67、76

•吹的樂器: 5

•迦特樂器 、 、



六、類別

豐富的詩集做個完善的分類是不容易的。

- 按內容或主題、按功能、按根源

組別詩歌:

•詩篇22、23、24 ~ 他是救主、牧人、榮耀的王。

•詩篇113 – 118 ~讚美詩歌

•詩篇120 – 124 ~上行詩歌

•詩篇146 – 150 ~哈利路亞詩歌

君王詩篇:

•詩篇 2、18、20、21、45、72、89、101、110、132、144



彌賽亞詩

• 彌賽亞是神的兒子: 2:7

• 祂從死裏復活: 16:8-10

• 祂在十字架上經歷痛苦: 22:1-21

• 罪人為祂的衣服拈鬮: 22:18

• 祂在十字架上渴了: 22:15

• 祂宣告神的名: 22:22

• 祂的骨頭一根也不折斷: 34:20

• 祂照神的旨意行事: 40:6-8

• 祂的密友背棄祂: 41:9

• 祂的寶座存到永遠: 45:6-7

• 祂升上高天: 68:18

• 祂在十字架上口渴時，別人給祂醋喝: 69:21

• 祂是大衛的後裔: 89:3-4、35-36

• 祂會回來審判世界: 96:13

• 祂是大衛的子孫，也是大衛的主: 110:1

• 祂是永恆的祭司: 110:4

• 祂被人拒絕，卻蒙神悦納: 118:22



智慧詩篇

•第1篇: 朋友影響我們的人生

•第73篇: 人生矛盾，壞人享福，好人受苦

咒主詩篇

•第140篇: 求神審判敵人

•第137篇: 對敵人無饒恕之心



七、詩歌的標題

1. 作者

•「屬於」大衛73首、亞薩12首、可拉後裔11首、大衛的
伶長1首、摩西1首、希幔1首、以探1首、所羅門2首。

2. 歷史背景

•有14首，和大衛的生平經歷有關

3. 文學形式

•詩、歌、訓誨、金詩、流離歌、禱告、讚美等等。

4. 禮儀用法

• 92篇註明是「安息日的是歌」、38和70 「紀念詩」、
100 「稱謝詩」、30 「獻殿詩」、 120-134「上行詩」



5. 音樂註解

•朝鹿、女音、無聲鴿、流離歌、慕拉便、調用第八、
用迦特樂器、用絲弦的樂器、用吹的樂器、為證的
百合花、金詩

6. 細拉

a) 插樂或終曲

b) 分段功能

c) 高音符號

d) 轉調功能

e) 延長功能



結語

“Don’t try to master the Bible, 
but let the Bible master you.”

- Hans R. Waldvogal

「切勿企圖掌握神的話，
要讓神的話掌握你。」

- 吳漢斯老牧師



結語

奧古斯丁 (著名神學家，
公元354-430年) 指出

「聖經好像是神的臉，
我們讀經就是定睛注視祂。
當我們在神面前，就被祂
的榮華、祂的話語滲透和
感動。」



結語

「神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

約6:63b

「你們要向耶和華唱新歌

全地都要向耶和華歌唱

在列邦中述說祂的榮耀

在萬民中述說祂的奇事」

詩篇96:1、3







離去患難黑暗等苦情，耶穌我來，耶穌我來。
入主所賜歡樂與光明，耶穌我來，就你。

1 ∙ 1 1 1 1 1 | 1 −  7 −|                |                 |            

5 − 5 5 | 5 − −5| 6 6 6 5|              |               |            



謝謝!
THANK YOU



參考資料

詩篇概論 – 卜洛克

聖經簡譯 – 榮耀秀

舊約綜覽 – 大衛 鮑森

聖經研讀版 – 環球聖經公會

聖經靈修版 – 漢語聖經協會

宣道詩 – 宣道出版社

簡易版聖經綜覽 – 亨莉達 米爾斯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