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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alms 
[sa:ms]

詩篇的希伯來來⽂文的名稱為「讚美」或「讚美的書」顯示了了詩篇主要
的功能。它的希臘⽂文名稱“Psalmos”是指出詩篇是以樂樂樂樂器（最初是
瑟）來來伴唱的詩歌。

有多少⼈人已經看完了了詩篇呢? 誰有在靈修時唱詩呢?

1.詩篇的名字



2.詩篇標題歸屬的作者  
1.⼤大    衛 (73篇)
2.亞    薩 (12篇-利利末歌者領袖)
3.可拉後裔 (11篇-⺠民數記16章)
4.所 羅 ⾨門 (2篇)
5.摩    ⻄西 (1篇)
6.以斯拉⼈人希幔 (1篇)
7.以斯拉⼈人以探 (1篇)
8.其他(孤兒詩)



詩篇的標題可區分為七類類：
I.作者歸屬(100篇)
通常⽤用以說明作者或歸屬: 
「⼤大衛」、「亞薩」、「可拉後裔」、「所羅
⾨門」、「摩⻄西」、「以斯拉⼈人希幔」、「以斯拉
⼈人以探」。

II.歷史背景 (14篇)
均與⼤大衛的⽣生平和經歷有關。

3.詩篇的標題



III.交與伶長 (55篇)
伶長是詩班領導⼈人，但原⽂文是⼀一個專⾨門的術語，
有「樂樂樂樂器演奏」的意思，也含有突出的意義；因
此⾺馬丁路路德把它翻譯成「領唱」。

IV.指示曲調 (17篇)
1.流離歌─哀傷的調。
2.慕拉便便─原義是「喪⼦子」，亦屬悲慟調。
3.第⼋八─意指⽤用低⾳音男聲。
4.女⾳音─意指⽤用女⾼高⾳音。
5.朝鹿



6.百合花─為愛情歌。
7.為證的百合花
8.遠⽅方無聲
9.麻哈拉
10.麻哈拉利利暗俄
11.休要毀壞

沒有標示的曲調，其標題意義則不明。



V.說明樂樂樂樂器 (11篇) 
1.吹的樂樂樂樂器─如⾓角、號、簫。  
2.絲弦的樂樂樂樂器─如琴、瑟。     
3.迦特的樂樂樂樂器─⼤大概是⼀一種⼿手彈的⽅方形豎弦琴。

VI.表示⽤用場 (36篇) 
1.稱謝詩  
2.讚美詩  
3.祈禱詩     
4.訓誨詩  
5.紀念念詩
6.上⾏行行詩  
7.安息⽇日的詩歌



VII.其他標題(8篇)
1.⼀一篇詩  
2.⼀一篇詩歌 
3.⾦金金詩：⼤大概指的是寶貴的、可愛的詩。

VIII. 不完全屬標題，卻在詩篇中常出現的
1.哈利利路路亞：「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2.細拉：在詩篇中⽤用了了七⼗十⼀一次，七⼗十⼠士譯本解釋
為插樂樂樂樂；有學者解釋為分段，或強聲，或轉調，
或延長符號等。



4.詩篇的集成和分卷

- 詩篇的蒐集和現有形式的形成並不是經「⼀一次」的整理理或是由同⼀一
個⼈人所完成的。

- 詩篇本⾝身仍然具有其歷史之成長清楚的表徵。其過程是冗長的，約
屆於主前四世紀和⼆二世紀之間。

- 詩篇分為五卷是代表這種蒐集過程的最後階段，由最後的那位蒐集
者將較早期不同組別的詩篇編成現在的篇。根據推測，很可能⼤大衛
本⼈人已經開始正式蒐集、編排，希⻄西家可能負責編排頭三卷，在那
時已有了了⼤大衛和亞薩的詩了了；以斯拉可能是詩篇最後的編集⼈人。 

整卷詩篇的結構- 可能是刻意模仿律律法書的五經⽽而分成5部 

第⼀一卷 第⼆二卷 第三卷 第四卷 第五卷

詩篇 
1-41

詩篇 
42-72

詩篇 
73-89

詩篇 
90-106 

詩篇 
107-150



第⼀一卷 (詩41:13)
「耶和華─以⾊色列列的神是應當稱頌的，從亙古直到永遠。阿們！阿們！」

第⼆二卷 (詩72:18-19)
「獨⾏行行奇事的耶和華─以⾊色列列的神是應當稱頌的！他榮耀的名也當稱頌，直到
永遠。願他的榮耀充滿全地！阿們！阿們！」

第三卷 (詩89:52)
「耶和華是應當稱頌的，直到永遠。阿們！阿們！」

第四卷 (詩106:48)
「耶和華─以⾊色列列的神是應當稱頌的，從亙古直到永遠。願眾⺠民都說：阿們！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第五卷 (詩150:6)
「凡有氣息的都要讚美耶和華！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在希伯來來原⽂文聖經中，詩篇共分五卷，每⼀一卷都 
以頌讚作結束。最後⼀一篇詩則是作全部詩篇結束的頌讚語。



5.為何要學習詩篇? 
1.這是神的命令，我們可以藉詩篇讚美神
「當⽤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對說，⼝口唱⼼心和的讚美主。 」(以弗所書5:19)
「當⽤用各樣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理豐豐富富的存在⼼心裡，⽤用詩章、頌詞、靈歌，彼
此教導，互相勸戒，⼼心被恩感，歌頌神。」(歌羅⻄西書3:16)

2.引証耶穌就是彌賽亞（救世主），增加我們對神的話語的信⼼心
「耶穌對他們說：這就是我從前與你們同在之時所告訴你們的話說：摩⻄西的律律法、
先知的書，和詩篇上所記的，凡指著我的話都必須應驗。」
（路路加福⾳音２４：４４）

3.學習如何祈禱，向神傾⼼心吐意
「耶和華啊，早晨你必聽我的聲⾳音；早晨我必向你陳明我的⼼心意，並要警醒！」（詩
篇５：３）－神希望分享你的喜怒怒哀樂樂樂樂！

4．這是⼀一些聖經英雄（如⼤大衛）的屬靈⽇日誌
你可以明⽩白當⼤大衛失敗、勝利利、犯罪、悔悔改、懼怕等情況當中的所經歷的感受，學
習如何在不同處境中倚靠神。



著名聖經學者威斯特曼(Westermann)，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曾被關在德國⼀一
間集中營裏，當時隨⾝身只帶有⼀一本新約聖經及詩篇。在這困難的情況中，詩
篇成為他最⼤大的幫助。他重新發現，原來來詩篇的中⼼心乃是讚美。他在⾝身、
⼼心、靈遭受極⼤大苦楚中，透過詩篇學會了了讚美神，以後根據這段時間的研讀
思考，寫成「詩篇中的讚美神」⼀一書。

前蘇聯聯猶太異異議份⼦子史克蘭蘭夫斯基（Anatoli Shcharansky），曾被政府
關禁九年年之久，在蘇俄改⾰革營中幾乎完全與世隔絕，體重由165 磅⼀一度降到
81 磅。他⾝身上所有的都被拿走，唯⼀一擁有的是⼀一袖珍本詩篇。為了了不讓當權
者沒收這詩篇，他曾被關在獨⾃自⼀一⼈人的牢房達130 天。1986年年在他即將被釋
放前，監獄看守再次要奪走他所珍惜的詩篇時，他撲倒在雪地上不肯起來來：
「絕不向前走⼀一步！」他說：「這詩篇是我最⼤大的幫助，絕對不把它留留下⽽而
離開這裏。」

詩篇能進入到我們⽇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層⾯面，把我們帶入真誠的敬
拜和讚美中。

和詩篇有關的典故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 

李⽩白《靜夜 思》

6.詩篇的格式(平⾏行行體) 

在多數⽂文化中，詩歌除了了精簡優美的⽂文字外，最普遍
的特徵乃在獨特的詩歌韻律律格式、以及⾳音節的押韻(如
唐詩)。但是希伯來來詩歌最顯著的特徵卻是意義上的重
複及延伸，這特徵⼀一般上被稱為「平⾏行行體」或「並⾏行行
體」，是「思想上的押韻與語句句的平衡」，可說是「意
韻」，⽽而非「⾳音韻」。



例例⼦子： 詩篇20:1-4

「1 願耶和華在你遭難的⽇日⼦子應允你。願名為雅各神的⾼高舉你。
   2 願祂從聖所救助你，從錫安堅固你。
   3 記念念你的⼀一切供獻，悅納你的燔祭。
   4 將你⼼心所願的賜給你，成就你的⼀一切籌算。」

細⼼心看這四節經⽂文時，你會發現每節的第⼆二句句都重複述說前⾯面那句句
的意義，但在重複的時候，也同時加添或加強作者所要傳達的。因
此，當我們讀某⾏行行詩句句時，應細⼼心看第⼆二句句如何繼續發展前⼀一句句的
意義。傳統上，許多⼈人把平⾏行行體簡單地看為「同樣的事⽤用不同的措
詞說兩兩遍」，這不盡然是對的。在詩篇中的確有這樣的詩句句，但是
更更多時候，平⾏行行詩中的第⼆二句句或第三句句，往往延續地發展上句句的意
思。



同義平⾏行行體
「耶和華阿，求你將你的道指示我，將你的路路教訓我。」
（25:4）

相對平⾏行行體
「因為他的怒怒氣不過是轉眼之間。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
雖然有哭泣，早晨便便必歡呼。」（30:5 ）

漸進平⾏行行體
「神的眾⼦子阿，你們要將榮耀能⼒力力，歸給耶和華，歸給耶和華。
要將耶和華的名所當得的榮耀歸給他。以聖潔的妝飾敬拜耶和
華。」（29:1-2）
「因耶和華為⼤大神，為⼤大王，超乎萬神之上。」（95:3）

比喻平⾏行行體
「神阿，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42:1）



關於平⾏行行體的總結
希伯來來詩歌所強調的是思想的平⾏行行，並不講究韻律律，不管
是韻腳的⾳音調平⾏行行，或是節奏的時間平⾏行行。

詩篇的這項特⾊色，有兩兩個重要的意義：
1. 它的意思不會被誤解。 
2. 當它翻譯成其他語⾔言時，不會失去它的原意和美感。



7.詩篇的特式-感性的藻辭
感性的辭藻是詩篇的另⼀一個顯著特⾊色。詩歌往往是⼀一幅⽂文字圖畫，作者表達內⼼心
最深的感受，讓讀者能夠以⼼心靈的眼睛，去認同這樣的情緒。詩篇中許多字句句是
不能按字⾯面來來解釋的。因此，詩歌比⼀一般⽂文字精簡，但卻更更深入、強烈地講述。

例例⼦子：
「求你把我眼淚裝在你的⽪皮袋裏」（詩56:8）

事實上，這句句話可以說成「求你顧念念我的苦楚」。但是當⼈人以優美的辭藻表達時，
這話就更更加⽣生動感⼈人，讓讀者能體會及認同作者內⼼心的感受。

詩篇的這種特式的好處是：

1.  引發我們的想像⼒力力，具體有⼒力力地讓我們與詩⼈人⼀一同感受到神那無微不⾄至的關
懷。
2. 神的⾼高超偉⼤大，是⼈人無法測度的，惟有⽤用比喻的⽅方式才能傳達有關神本⾝身及祂
作為的奇妙。我們不可能理理解有關神本性及其作為的奧秘，但是藉著辭藻的表達，
卻能體會神、並祂對我們的愛。



詩篇作者常⽤用的感性辭藻 
1.明喻： 
把兩兩件性質不同的事物，根據它們彼此共通之處作直接的比喻。通常會使⽤用「好
像」、「如」、「似」等詞句句。
例例⼦子﹕「凡有⾎血氣的，盡都如草」 （賽40:6）
主題﹕有⾎血氣的（⼈人）
對照﹕草
含義﹕⼈人⽣生短暫
感受﹕空虛、無助

2.隱喻 
在兩兩件功⽤用不同的事物間，建立其共通點，作間接的比喻。常⽤用「是」來來形容。

例例⼦子﹕「耶和華是⽇日頭、是盾牌」 （詩84:11）
主題﹕耶和華
對照﹕⽇日頭、盾牌
含義﹕供應、保護
感受﹕滿有安全感



3.神⼈人同格化 
把屬於⼈人的特性加在神⾝身上，讓⼈人能更更體會、瞭解神的屬性。
例例⼦子﹕「求你側耳⽽而聽」（詩31:2)

4.換喻 
以另⼀一名詞代替，⼆二者通常有密切關係。
例例⼦子﹕「他們⽤用⾆舌頭諂媚⼈人」（詩5:9），原意﹕⾔言語

5.誇張式 
例例⼦子：「我因唉哼⽽而困乏。我每夜流淚，把床榻漂起，把褥⼦子濕透。」（詩
6:6）

6.修辭問號
例例⼦子：「誰能傳說耶和華的⼤大能，誰能表明他⼀一切的美德。」（詩106:2）

7.擬⼈人法 
例例⼦子：「你定了了界限，使⽔水不能過去，不再轉回遮蓋地⾯面。」（詩104:9）



1.認識背景資料料
當我們不認識詩篇的背景，如以⾊色列列的歷史、地理理環境、習俗、詩⼈人的個⼈人經歷等，很容易易會
令我們對經⽂文產⽣生誤解或者覺得沉悶。就如⼀一個未看過⼈人打籃球、不知道籃球比賽的規則的⼈人
要讀⼀一篇關於籃球比賽的報導⼀一樣，沒有背景資料料會不明所以甚⾄至曲解。

例例⼦子1：
許多詩題都提到⼤大衛⽣生平中的⼀一些特殊事件（如詩三，七，⼗十⼋八，三⼗十，三⼗十四，五⼗十⼀一各
篇）。 如果我們熟悉撒⺟母耳記-⼤大衛的歷史會更更體會/欣賞詩⼈人的⼼心腸和對神的倚靠。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地善，何等地美！這好比那貴重的油澆在亞倫倫的頭上，流到鬍鬚，
⼜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門的⽢甘露降在錫安⼭山；因為在那裡有耶和華所命定的福，就是永遠
的⽣生命。」(詩133)

詩⼈人⼤大衛為何提及⿊黑⾨門⼭山和錫安⼭山? 因為⿊黑⾨門⼭山在以⾊色列列的最北所以以此代表北以⾊色列列、錫安
⼭山則代表以⾊色列列的南邊，在⼠士師的時代，以⾊色列列⼈人已經開始有南北分開的傾向，詩⼈人⼤大衛借這
⿊黑⾨門⼭山的⽢甘露流往錫安⼭山表達他對南北同胞和睦的願望。

另外，如果你不知道亞倫倫是誰和膏立的意義? 這⾸首詩就很難理理解了了。

8.如何有效閱讀詩篇?

⿊黑⾨門⼭山



例例⼦子2:

「我要向⼭山舉⽬目；我的幫助從何⽽而來來﹖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來。」
(詩121:1-2)

詩⼈人向⼭山舉⽬目看的是什什麼? 原來來是拜偶像的邱壇！（⼠士六24，26，代上廿⼀一
26，王上三2，3，⼗十⼋八30）。詩⼈人表達的是他的幫助不是在⼭山上⼈人所造的偶
像來來，⽽而是從造天地的真神來來！

所以熟讀以⾊色列列的歷史和知道⼀一些地理理資料料對我們讀懂詩篇
有很⼤大的幫助! 



2.不要從詩篇中建立教義
詩篇充滿很多詩⼈人感性的藻辭，他們很多明喻、隱喻或誇張⼿手法去表達情感。所以不要將
詩篇的經⽂文引申成教義，因為當中很多經⽂文也不可以只按字⾯面意思解說：

例例⼦子1：

「住在耶路路撒冷的，耶和華該從錫安受稱頌。你們要讚美耶和華！」(詩135:21)

我們是否只在耶路路撒拉讚美神? 或者要向著耶路路撒冷祈禱、⼀一年年去耶路路撒冷⼀一次朝聖?

例例⼦子2：

「除了了耶和華，誰是神呢﹖除了了我們的神，誰是磐⽯石呢﹖」(詩135:21)

神真的是⼀一塊⽯石頭嗎? 這不過是詩⼈人⽤用磐⽯石的特性來來形容神罷了了。

例例⼦子3：
「次次約你都遲到o既！」(弟兄之間的對話)
「你從來來都無執過間房！」(某⺟母親對兒⼦子的話)

紅字的是否事實? 無論如何這是表達強烈情感的⽤用詞，不能按字⾯面去理理解，否則更更會吵得沒
完沒了了。



3.慢慢地閱讀
因詩篇是詩歌，不可以讀報紙或是閱讀其他⽂文章的形
式去讀。要讀得慢⼀一點。



9.詩篇冷知識
• 最短的詩篇： 詩篇117
• 聖經中間的⼀一章：詩篇118
• 最長的詩篇： 詩篇119
• 重複的篇幅： 可能由於五卷詩篇是獨立地流傳於不同的
地⽅方，當合編成詩篇時⼜又沒有再刪除，所以會出現第⼗十四
篇與第五⼗十三篇是完全相同及第四⼗十篇與第七⼗十篇有部份
重複的情況出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