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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课 讲稿 

这是第 15 课，题目是《诗篇》。是否曾有一个曲调一直在你的脑海中萦绕不去，是你

心中的背景旋律？音乐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东西。如果你把文字跟音乐联系在一起，那会大

大增强你记住那些文字的能力。音乐使文字留在你的头脑里。歌曲能够塑造和陶造我们。

上帝就是这样设计的。上帝为了把祂的旨意和圣言印在我们的脑海里，赐下了一卷诗歌书

来让教会记忆和歌唱。《诗篇》在整本圣经中处于什么地位？新约圣经怎样使用诗篇？上

帝为什么要把所默示的一卷诗歌放在圣经的中间？《诗篇》包含了哪些神学内容？它们与

主耶稣基督以及祂的作为有什么关系？《诗篇》在教会和基督徒的生活中应当起什么作用？

主希望你们因这卷书而感到振奋，希望这卷书在你们的生命中有重要的地位。《诗篇》这

卷书的希伯来文书名的意思是赞美。上帝默示祂的先知写下了这些诗歌，后来这些诗歌被

收集成书，并被作为上帝赐给历代教会的宝贵礼物收纳在了圣经正典之中。 

在这一课中，我们将要探讨上帝赐下《诗篇》的目的以及祂所包含在《诗篇》中的内

容。我们要认识到《诗篇》在上帝的救赎历史中的作用，这是绝对必要的，所以我们要用

整整一课的时间来讲《诗篇》。在这一课结束时，我希望你们认识到这卷书是上帝自己的

诗歌书，它对于信徒是多么宝贵，从而产生了新的热心。 

 
本课主题: 

上帝赐给了祂的教会一本永恒的诗歌书，书中是祂所默示的歌，我们用这些歌向基督
歌唱，歌唱基督，与基督一同歌唱。 

经文: 

“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
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路 24：44） 

 

115 
 



首先，《诗篇》的中心地位。并且我想让你们认识到这卷奇异的书的重要性。《诗篇》

不仅位于圣经的中间位置，而且上帝在救赎历史中赋予了诗篇在教会内的中心地位。《诗

篇》是到目前为止新约中最常引用的旧约书卷。新约中平均每 19 节经文就会提到诗篇一次。

所以《诗篇》在新约中具有中心地位。仅凭这一点，我们就应当非常熟悉那些诗篇，但它

们在整本圣经中也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卓越的改教家马丁﹒路德说，《诗篇》不同于其

他任何一卷书。他称之为微型圣经，因为主以浓缩的方式，把你们在圣经别处能够看到的

一切内容都包含在诗篇内了：历史、律法、预言、福音、赐给各国的使命、基督及其作为

的各个方面、圣经中的所有教义、基督徒生活和经历的各个部分，等等。我们在这一课稍

后的时间将会探讨《诗篇》的内容。 

这些诗篇在旧约启示的历史中也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虽然大部分诗篇是在大卫时期

写的，但诗篇的写作历史从摩西时代一直延续到被掳至巴比伦时期。有一些诗篇复述了上

帝的百姓蒙救赎的历史。它们是由上帝所默示的诗歌组成的永久手册，对于各个世代的教

会都具有核心意义。耶稣唱过这些诗歌。归根到底，这些是祂自己的诗歌。使徒们和使徒

时代的教会也唱过这些诗歌。在新约时代之后，《诗篇》是教会所使用的唯一的赞美诗集。

在教会初期的几个世纪，长老们必须背会全部 150 首诗篇，上帝的计划是让教会在其余的

历史中都使用这些诗篇，我们很容易证明这一点。这些诗篇把全世界的教会联合在一起。

在中国、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德国、墨西哥以及其他地方的教会，虽然使用各自不同

的语言，但应当在敬拜时向上帝献上的统一的赞美之歌，就像他们藉着诵读和宣讲同一本

圣经联合在一起一样。诗篇也把整个历史中的教会联合在一起。21 世纪的教会与旧约时代

的教会、新约时代的教会和各个世代的教会唱着同样的、上帝默示的赞美诗。 

最后，还有这一点：诗篇在每一个信徒的生命中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约翰﹒加

尔文在诗篇注释的序言中写道：“我习惯于把这卷书称为灵魂各部分的解剖学，我认为这

样做并无不妥。”因为人所能意识到的任何情感，都在这卷书中像镜子一样展现了出来。

或者更确切地说，圣灵在这些诗篇中描绘了生命中的一切愁烦、忧伤、惧怕、怀疑、盼望、

关心、困惑，简而言之，人的心常常陷入的一切不安的情绪。全世界信徒的经历都证实了

这一点。上帝为忧伤、喜乐、惧怕、获胜、信靠、盼望、悔改以及基督徒经历的其他任何

时刻，都提供了诗歌。无论我们的境况如何，上帝都把一首诗歌放在我们的口中，让我们

可以在敬拜中向祂表达我们自己的情感。所以，我们看到了诗篇在教会内和基督徒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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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心地位。 

但第二，我们需要探讨《诗篇》这卷书中可以看到的神学主题。我们来听听早期教会

神学家之一巴兹尔所说的话。他说：“《诗篇》这卷书是整个神学的概要，是医治灵魂疾

病的药店，是包含了对任何境况下的所有人都有益的美好教义的普世性杂志。”这类似于

路德把《诗篇》描述为微型圣经的观点。诗篇阐明了上帝自己的心意和想法。如巴兹尔所

说，其中充满了美好的教义。 

学习诗篇中所包含的神学，将会花费我们一生的时间，但是我们要强调其中几个例子，

以此开始我们的学习。但首先，你们应该知晓这卷书的结构。《诗篇》可以分成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第 1-41 篇，第二部分是第 42-72 篇，第三部分是第 73-89 篇，第四部分是第

90-106 篇，第五部分是第 107-150 篇。前四部分都是以颂赞结束，然后第五部分是以五首

赞美诗形成的高潮作为结尾，即第 146-150 首。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些诗篇是由多位作

者写成的，大卫是其中最主要的作者，他们都是先知。第 1 和 2 首诗篇各占一半，共同组

成了整本赞美诗的序言，预告了贯穿在全书之中的主要主题。例如，《诗篇》第 1 篇以上

帝的律法为中心，《诗篇》第 2 篇以上帝的受膏者为中心。这两首诗篇都把顺服上帝的律

法、顺服基督的信徒与上帝那些反叛悖逆的仇敌进行了对比。 

有各种类型的诗篇。有八首诗是离合诗（藏头诗）。也就是说，这些诗句每一行的首

字母是按照希伯来文字母表的顺序排列的。我们还看到了上行之诗，即第 120 至 134 篇，

这些是犹太人前往耶路撒冷朝圣时唱的诗。还有历史诗，这些诗篇回忆和复述了上帝在往

昔是如何对待祂百姓的。例如，《诗篇》第 105 和 106 篇，以及后面的第 135 至 137 篇。

还有至少 14 首悔罪诗，这些诗的重点是认罪，《诗篇》第 51 篇是其中最著名的一首。虽

然每首诗篇都包含了关于基督的启示，但其中有些诗篇在这方面更突出，被称为弥赛亚诗

篇，专注于描述将要到来的上帝的受膏者。例如，《诗篇》第 42、45、69、72、110、118

首，这些都是这样的例子。 

但我们也应当强调上帝在《诗篇》中显明的几个神学主题。《诗篇》是圣经中最注重

以基督为中心的书卷之一。我们大多数人都希望自己跟去以马忤斯的那两个门徒同路，因

为耶稣把诗篇中指着祂自己的话都讲解明白了。《希伯来书》第 1 章是新约中最强有力地

彰显了基督的荣耀的篇章之一。当《希伯来书》的作者决心确立基督的至高性时，他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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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的一章中七次引用了《诗篇》中的经文。《诗篇》中涵盖了基督及其作为的每一个方

面：祂的三个职分——先知、祭司和君王；祂的降卑和高升的各个方面；我们在其中看到

了祂的道成肉身，祂被出卖，祂的赎罪和死亡；祂的埋葬和复活；祂的升天和作王；我们

歌颂祂是救主，是审判者，是牧者，以及其他许多事情。我们可以继续列举很多，但为了

证明上帝在《诗篇》中关于基督的启示具有无比宝贵的地位，你们知道吗，我们在《诗篇》

中所得知的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内心经历，比我们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

福音》和《约翰福音》中得知的都更多。若没有《诗篇》，我们对于基督的认识就是不完

全的。 

《诗篇》中也充满了对于福音中的救赎的应用。当然，我们也从中学到了关于拣选的

教导，还有关于归算、赦罪、重生、基督徒的称义、得儿子的名分、成圣和得荣耀的教导。

《诗篇》中也充满了把福音带给世上各民族这一使命。你们可以认为它们是所默示的宣教

圣诗。我们把《诗篇》第 67 篇当作一个主要的例子来探讨一下。《诗篇》中充满了关于上

帝的启示：祂所有的名字、属性，以及祂的作为——创造、护理、救赎。你们会发现其中

一无所缺。例如，整卷书中都称颂了上帝作为大君王的至高治理权，阐明了祂对于万物都

具有全面的主权。那些诗篇还超越了我们，指向了这个世代的基督教会的未来，指向了大

审判那日和将来的天堂、地狱。 

在这个主题下的最后一点，我们必须阐述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把上帝的诗歌与非上帝

默示的、人类创作的歌曲区分开来了。那就是咒诅；咒诅是指上帝的百姓呼求上帝把灾祸

降在邪恶的仇敌身上。这个主题贯穿在整卷书中。你们也许会感到奇怪，这卷书在希伯来

文中被称为“赞美”，开篇却看不到“赞美”这个词，而是把义人和恶人进行了详细的对

比，包括各种祝福和咒诅。我们最终在《诗篇》第 7 篇的末尾第一次看到了赞美之词，那

里因耶和华的公义而歌颂了至高者上帝的名。你们看，这些诗歌以上帝自身、上帝的名字、

上帝的属性、上帝的想法、道路和作为为中心，与当代的大部分赞美诗不同。大卫是以色

列的美歌者，是上帝所拣选的合祂心意的人，他的渴望、思想、情感、赞美和祈祷是与上

帝的联合在一起的。 

还记得前一课所举的描摹图画的纸的例子吗？这澄清了常常被人误解的咒诅在整个

《诗篇》中的地位：信徒渴望和祈求上帝让邪恶的仇敌灭亡，拯救和高举义人。这表明信

徒的心思和意愿合乎上帝自己的心思和旨意。例如，在《诗篇》第 139 篇 19-22 节中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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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上帝啊，你必要杀戮恶人，所以你们好流人血的，离开我去吧！因为他们说恶言

顶撞你，你的仇敌也要妄称你的名。耶和华啊，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吗？攻击你的，

我岂不憎嫌他们吗？我切切地恨恶他们，以他们为仇敌。”我们的心意和情感必须合乎上

帝的旨意，我们必须为上帝的荣耀大发热心。非上帝默示的赞美诗中根本看不到这个主题，

这个事实使人对上帝百姓的敬虔有误解，以前世代的教会使用上帝的诗歌，却没有意识到

这个问题。我们敬拜上帝，应当称颂祂的圣洁之美；祂的义怒和完美的公义都是值得我们

赞美的。为此感到不舒服的人必须记得，当上帝在末日审判和毁灭祂的仇敌时，圣徒们要

高唱哈利路亚。例如，想一想《启示录》第 19 章。认识到了这些诗篇中的神学，我们就会

明白对于各个世代的教会而言，它们作为赞美诗是完全足够的，这带领我们来看第三点，

也是最后一点。 

我们要认识到《诗篇》是上帝所默示的赞美诗。上帝把《诗篇》赐给我们，以之为永

久性的赞美诗集。这是上帝赐给各个世代的教会使用的、祂所默示的赞美之书，我们这样

说有三点根据。第一，关于受到默示的先知，圣经明确教导说来自上帝的默示是写作赞美

诗的必要条件。预言和赞美之间是有联系的。诗篇的作者们明白自己必须拥有说预言的恩

赐，他们在写作上帝所默示的敬拜之歌。我们在《撒母耳记下》第 23 章 1-2 节中读到：

“以下是大卫末了的话。耶西的儿子大卫得居高位，是雅各上帝所膏的，作以色列的美歌

者说：‘耶和华的灵藉着我说，祂的话在我口中。’”如《使徒行传》第 1 章 16 节和第 2

章 29-31 节所说，大卫是先知，圣灵藉他的口讲话。 

摩西是《诗篇》第 90 篇的作者，也是一位先知。其他人，如亚萨、耶杜顿、希幔，都

被称为先见，但我们在《撒母耳记上》第 9 章 9 节以及别处读到：“现在称为先知的，从

前称为先见。”我们在《历代志上》第 25 章中读到：“大卫和众首领分派亚萨、希幔并耶

杜顿的子孙……说预言。”那里谈到了他们的儿子说预言，然后继续说道：“这都是希幔

的儿子……希幔奉上帝之命作王的先见。”经上稍后继续说道：“都归他们父亲指教，在

耶和华的殿唱歌、敲钹、弹琴、鼓瑟，办上帝殿的事务。亚萨、耶杜顿、希幔都是王所命

定的。他们和他们的弟兄学习颂赞耶和华，善于歌唱的，共有二百八十八人。”在旧约时

代希西家王和约西亚王进行属灵的改革期间，他们重新唱上帝所默示的诗歌。《历代志下》

第 29 章 30 节说：“希西家王与众首领又吩咐利未人用大卫和先见亚萨的诗词颂赞耶和华。

他们就欢欢喜喜地颂赞耶和华，低头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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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从整个旧约中举例来证明同样的原则。上帝阐明了祂的标准，这个标准一直

沿用到了新约时代，继续作为那时的标准。英国清教徒约翰﹒欧文写道：“在每一个宗教

仪式或敬拜中，我们都认为是上帝命定了它们，让我们的灵魂和良心顺服上帝在其中的权

柄。这是信心在敬拜上帝的过程中考虑的第一件事。信心认识到上帝吩咐了这样的敬拜，

其中如祂所要求的那样有祂的权柄。”先知的职分如今已经终止了，上帝也不再默示人写

作诗歌了。圣经没有许可我们在进行公共敬拜过程中歌颂赞美上帝时使用非上帝默示的、

人所创作的歌曲。 

第二点与正典诗歌有关。圣经正典中提供了，因而我们拥有了完整的、上帝所默示的

诗歌集。所以，《诗篇》具有独一无二的权威地位，让我们只能使用上帝的圣经中提供的

诗歌，并且上帝吩咐我们在敬拜过程中要使用这些诗歌。例如，《诗篇》第 105 篇 2 节中

说：“要向祂唱诗歌颂。”这是上帝所赐的、祂所默示的诗歌集，表明上帝吩咐我们使用

它们。仅仅它们的存在就证明了这一点。上帝赐下了供我们阅读的正典经文，即由 66 卷书

组成的圣经，这个事实证明上帝允许我们这样使用它。我们在敬拜上帝时不可用人类创作

的歌曲来代替上帝赐下的诗歌，就像我们在读经时不能用伪经或其他东西来代替圣经正典

一样。我们要清楚地知道，上帝命定了我们在敬拜祂的过程中要唱诗，而且提供了当唱的

诗歌。如果你走进教会，有个人递给你一本书，书的封面上写着书名是《赞美诗》，那么

你清楚地晓得这本书的用途。上帝就是这样对待《诗篇》的。上帝命定了各种仪式，规定

了内容：圣经用来诵读，诗篇用来歌唱，圣灵帮助我们祷告，而不是用祈祷书来祷告；水

用来施行洗礼；饼和酒用来施行圣餐；讲道的恩赐用来讲道，等等。我们必须忠于上帝命

定的制度。 

我们在《歌罗西书》第 3 章 16 节中读到：“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

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戒，心被恩感，歌颂上帝。”还有

类似的经文，我们在《以弗所书》第 5 章 18-19 节中读到：“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

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地赞美主。”表示诗章、颂词、灵歌的这三个希腊文词语，

都被用于诗篇的希腊文译本的题目中。保罗常常使用多个词语来描述同一个事物。他会谈

到神迹、奇事、奇迹。在这个情况下，他用三个不同的词来指诗篇。你们注意 “属灵的”

这个词。“属灵的”这个词可以修饰“歌”这个词，或者这个形容词可以修饰全部三个名

词；但在新约中其他的所有地方，有 25 次之多，“属灵的”这个希腊文词语都是指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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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默示的经文。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 5 章中的意思是，要被圣灵充满，唱圣灵的歌。

在《歌罗西书》第 3 章中，保罗说，要把基督的话语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唱基督在诗篇

中的话语。基督自己唱这些诗歌，也藉着祂的百姓唱这些诗歌；祂的话语丰丰富富地存在

我们心里。《歌罗西书》第 3 章和《以弗所书》第 5 章中的这两段经文，与我们所简要阐

述的教义并不矛盾，而是强化了圣经在别处的教导。《诗篇》是赐给各个世代的教会的完

全而永久性的赞美之书。 

第三，我要谈一谈《诗篇》的全备性。参照我们已经学过的内容，我们认识到《诗篇》

是充分而全备的永久性赞美诗集。上帝确定了什么是全备的。新约圣经和历代教会都清楚

地认识到这些诗歌没有任何不完备之处。早期教会的卓越神学家亚他那修写道：“我相信

人不可能找到比这些诗篇更荣耀的事物，因为它们涵盖了人的整个生命、人心中的情感和

灵魂的感受，为的是赞美和荣耀上帝。人在任何境况下都可以选择一首合适的诗篇，因此

将会发现那些诗篇是为他而写的。”新约时代的信徒若认为《诗篇》有什么不足之处，问

题完全在于我们，而不在《诗篇》。《诗篇》第 22 篇 3 节说：“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

列的赞美为宝座的。”上帝居住在源于祂自己之口的赞美之中。 

这些是耶稣的歌。祂唱祂所赐下的歌。我们藉着《诗篇》与祂一起歌唱，歌颂祂，向

祂歌唱。事实上，我们这些生活在基督到来之后的时代的人，更明白所唱的诗篇的意义。

我们比旧约时代的教会更明白它们所显明的关于基督的信息，并以此为乐，因为我们唱这

些诗篇时想到了它们在新约中的应验。你们想一想那些关于耶路撒冷、锡安和献祭等等的

经文，它们象征的是教会和基督献祭。这些常常在那些诗篇自身当中显明了出来。《诗篇》

第 141 篇谈到了香，但它清楚地表明那象征的是上帝百姓的祷告直达天堂。约翰﹒加尔文

所写的这些话是正确的：“现在圣奥古斯丁所说的这些话是对的：除了从上帝那里领受的

诗歌，人无法唱出配用来赞美上帝的歌。因此，当我们在遍地寻找、上下求索之后，将会

发现没有比大卫的诗篇更好、更适合用于这一目的的诗歌；大卫的诗是圣灵创作并藉着他

传讲出来的。而且，当我们唱这些诗篇的时候，我们确信是上帝把这些话语放在了我们口

中，仿佛祂亲自在我们中间歌唱来高举祂的荣耀。” 

胡格诺派信徒是法国实行宗教改革的基督徒，关于唱诗篇对上帝百姓的影响，他们提

供了一个美好的例子。那个时代的作者告诉我们，唱诗篇最有力地推动了在整个法国进行

合乎圣经的宗教改革。那些信徒背诵诗篇，全天时间都在整个国家的乡村和城镇满怀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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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唱诗篇。走在路上的学生，在田里耕地的农夫，他们周围的家庭，在非正式的集会上，

以及每次公共集会上，都能听到他们唱诗篇。实行宗教改革的军队唱着诗篇进入战场。在

战场上的关键时刻，军官会吩咐自己手下的人提高声音，高唱《诗篇》第 68 篇的声音将会

盖过大炮的轰鸣声，同时敬虔之人像楔子一样插入他们的仇敌之中。你们可以看到唱诗篇

是如何渗透在他们生命中的。基督的话语丰丰富富地存在他们里面。 

信徒每一天都应当背诵和吟唱诗篇，每当教会聚集的时候也应当唱诗篇。这使我们能

够经历到《诗篇》第 1 篇中所描述的昼夜思想上帝的律法或圣言所带来的丰富祝福，同时

结出所应许的属灵的果子。 

总之，我希望你们对圣经中这卷无比宝贵的书有了新的热情。你们必须投入毕生的时

间，专心学习和掌握这些诗篇。上帝赐给了我们这本祂所默示的永久性的诗歌集，我们用

它来歌唱基督，向基督歌唱，与基督一同歌唱。在下一课中，我们将要探讨所罗门在上帝

的救赎历史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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