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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概覽 - 詩篇卷三 

詩篇基本上是一本靈感的書，用詩歌題材唱出，有豐富的真理和經歷。詩篇帶領我們進

入神的至聖所，藉著禱告、傾吐、默想、安息、讚美…與神交通。 
 
一、詩篇的分段 

根據本書原有的分段，將詩篇分作五卷，每段都以讚美和稱頌作結束。什麼人、為什麼

把詩篇分成這麼五卷，無人知道。但有一件事是可以斷定的，這是聖靈的工作，藉著人

的手這麼編排的。這五卷的詩篇相當於摩西的五經： 

卷一 1~41 篇 創世記 神的旨意，要人成為祂的居所 詩篇中的神聖經歷 

卷二 42~72 篇 出埃及記 神的救贖工作 詩篇中的教會生活 

卷三 73~89 篇 利未記 幔內的生活，神的道路 詩篇中的教會成長 

卷四 90~106 篇 民數記 行程中神的腳步引導 詩篇中的教會見證 

卷五 107~150 篇 申命記 神的話語是生命是靈 詩篇中的上行頌讚 

 
二、詩篇卷三：詩篇七十三至八十九篇 

詩篇卷二的末了，說到神的殿，和神的城。詩篇卷三指明聖徒如何在他們的經歷中領

悟，惟有藉著神子民正確的珍賞並高舉基督，才能保守並維持神的殿、神的城、和其中

一切享受，這是我們讀卷三的訣竅。惟有基督是教會建造的根基，也是其中的一切。 
 
三、著者：亞薩(73-83), 可拉後裔(84-85,87-78), 大衛(86), 希幔(88), 以探(89) 

代上 15:16 大衛咐利未人的族長、派他們歌唱的弟兄、用琴瑟和鈸作樂、歡歡喜喜地

大聲歌頌。17 於是利未人派約珥的兒子希幔、和他弟兄中比利家的兒子亞

薩、並他們族弟兄米拉利子孫裏古沙雅的兒子以探。 
民 26:10 地便開口吞了他們、和可拉的黨類一同死亡．那時火燒滅了二百五十個

人、他們就作了警戒。11 然而可拉的眾子沒有死亡。 
代下 20:19 哥轄族和可拉族的利未人、都起來、用極大的聲音讚美耶和華以色列的 

神。 
 
四、主題與鑰節： 

第七十三篇 “惡人暫時興旺, 心裏單純蒙福＂祈求的詩 
詩 73:1 ［亞薩的詩。］ 神實在恩待以色列那些清心的人。 
詩 7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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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十四篇 “仇敵逼迫選民神卻為王＂共同祈求的詩篇 
詩 74:1 ［亞薩的訓誨詩。］ 神阿、你為何永遠丟棄我們呢‧你為何向你草場的羊

發怒如煙冒出呢‧ 
詩 74:12 神自古以來為我的王、在地上施行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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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五篇 “有關確定審判之信息＂祈求的詩篇 
(調名休要毀壞的詩篇多半預言遺民在大災難中的禱告和危急中的呼籲，求神保守，不要消滅。) 
詩 75:1 ［亞薩的詩歌、交與伶長、調用休要毀壞。］ 神阿、我們稱謝你、我們稱

謝你。因為你的名相近、人都述說你奇妙的作為。 
詩 75:7 惟有 神斷定‧他使這人降卑、使那人升高。 

第七十六篇 “雅各的神為眾人所認識的大能者“ 共同感恩的詩篇 
詩 76:1 ［亞薩的詩歌、交與伶長、用絲絃的樂器。］在猶大 神為人所認識‧在以

色列他的名為大。 
詩 76:10 人的忿怒、要成全你的榮美‧人的餘怒、你要禁止。 

第七十七篇 “安慰不安心靈的默想＂共同祈求的詩篇 
詩 77:1 ［亞薩的詩、照耶杜頓的作法、交與伶長。］我要向 神發聲呼求‧我向 

神發聲、他必留心聽我。 
詩 77:6 我想起我夜間的歌曲、捫心自問‧我心裏也仔細省察。 

第七十八篇 “他們忘記他的作為＂史詩 
詩 78:1 ［亞薩的訓誨詩］我的民哪、你們要留心聽我的訓誨、側耳聽我口中的話。 
詩 78:34 他殺他們的時候、他們才求問他、回心轉意、切切的尋求 神。 

第七十九篇 “報耶路撒冷遭毀滅的仇＂共同祈求的詩篇 
詩 79:1 ［亞薩的詩。］ 神阿、外邦人進入你的產業、污穢你的聖殿、使耶路撒冷

變成荒堆‧ 
詩 79:13 這樣、你的民、你草場的羊、要稱謝你、直到永遠‧要述說讚美你的話、直

到萬代。 

第八十篇 “耶和華的葡萄園＂共同祈求的詩篇 
詩 80:1 ［亞薩的詩、交與伶長、調用為證的百合花。］領約瑟如領羊之以色列的

牧者阿、求你留心聽‧坐在二上的阿、求你發出光來。 
詩 80:3 神阿、求你使我們回轉、［回轉或作復興］使你的臉發光、我們便要得救。 

第八十一篇 “神的作為與神的勸戒＂ 
詩 81:1 ［亞薩的詩、交與伶長、用迦特樂器。］你們當向 神我們的力量大聲歡

呼、向雅各的 神發聲歡樂、 
詩 81:8 我的民哪、你當聽‧我要勸戒你。以色列阿、甚願你肯聽從我。 

第八十二篇 “神判決審判官與求神審判世界＂ 
詩 82:1 ［亞薩的詩。］ 神站在有權力者的會中‧在諸神中行審判‧ 
詩 82:8  神阿、求你起來、審判世界‧因為你要得萬邦為業。 

第八十三篇 “救神擊打敵人＂共同祈求的詩篇 
詩 83:1 ［亞薩的詩歌。］ 神阿、求你不要靜默‧ 神阿、求你不要閉口、也不要

不作聲‧ 
詩 83:18 使他們知道惟獨你名為耶和華的、是全地以上的至高者。 

第八十四篇 “愛慕神的居所, 走往錫安大道朝見神＂頌讚的詩篇 
詩 84:1 ［可拉後裔的詩、交與伶長、用迦特樂器。］萬軍之耶和華阿、你的居所何

等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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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 84:5 靠你有力量心中想往錫安大道的、這人便為有福。 

第八十五篇 “因神的慈愛和公義所恢復的國民＂共同祈求的詩篇 
詩 85:1 ［可拉後裔的詩、交與伶長。］耶和華阿、你已經向你的地施恩、救回被擄

的雅各。 
詩 85:9 他的救恩、誠然與敬畏他的人相近、叫榮耀住在我們的地上。 

第八十六篇 “向無人可比之神的祈求＂祈求的詩 
詩 86:1 ［大衛的祈禱。］耶和華阿、求你側耳應允我、因我是困苦窮乏的。 
詩 86:5 主阿、你本為良善、樂意饒恕人、有豐盛的慈愛、賜給凡求告你的人。 

第八十七篇 “榮耀的錫安，神的城＂錫安之歌 
詩 87:1 ［可拉後裔的詩歌。］耶和華所立的根基在聖山上。 
詩 87:7 歌唱的、跳舞的、都要說、我的泉源都在你裏面。 

第八十八篇 “從死亡的黑暗中向神發出的不住的禱告＂祈求的詩 
詩 88:1 ［可拉後裔的詩歌、就是以斯拉人希幔的訓誨詩、交與伶長、調用麻哈拉利

暗俄(困苦的疾病)。］耶和華拯救我的 神阿、我晝夜在你面前呼籲。 
詩 88:2 願我的禱告達到你面前‧求你側耳聽我的呼求‧ 

第八十九篇 “求神紀念大衛之約的禱告＂祈求的詩篇 
詩 89:1 ［以斯拉人以探的訓誨詩。］我要歌唱耶和華的慈愛、直到永遠‧我要用口

將你的信實傳與萬代。 
詩 89:3 我與我所揀選的人立了約、向我的僕人大衛起了誓‧ 
 

五、單篇欣賞： 

(一) 第七十三篇  清心——單純的心 
1. 神實在恩待心裏單純的人 - 神實在恩待以色列那些清心的人。(v.1) 
2. 失閃的原因——看四面的現象 

詩 73:2 至於我、我的幾乎失閃‧我的險些滑跌。 
詩 73:3 我見惡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懷不平。 

3. 來到主面前 
詩 73:17 等我進了 神的聖所、思想他們的結局。 

4. 心裏單純的人是屬靈的福分——單純的心最大的意義 
詩 7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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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 73:26 我的肉體、和我的心腸衰殘‧但 神是我心裏的力量、又是我的福分、直到

永遠。 
 

(二) 第八十四篇  神恩待行動正直的人 
1. 對神的居所的渴慕 

詩 84:1 ［可拉後裔的詩、交與伶長、用迦特樂器。］萬軍之耶和華阿、你的居所何

等可愛。 
詩 84:2 我羨慕渴想耶和華的院宇‧我的心腸、我的肉體、向永生神呼籲。［歡呼］ 

2. 從祭壇走到聖所，這人便為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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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 84:3 萬軍之耶和華我的王、我的 神阿、在你祭壇那裏、麻雀為自己找著房屋‧

燕子為自己找著菢雛之窩。 
詩 84:4 如此住在你殿中的、便為有福‧他們仍要讚美你。［細拉］ 

3. 從流淚谷中走到錫安山的，這人便為有福 
詩 84:5 靠你有力量心中想往錫安大道的、這人便為有福。 
詩 84:6 他們經過流淚谷、叫這谷變為泉源之地‧並有秋雨之福、蓋滿了全谷。 
詩 84:7 他們行走、力上加力、各人到錫安朝見 神。 
詩 84:8 耶和華萬軍之神阿、求你聽我的禱告‧雅各的神阿、求你留心聽。［細拉］ 

4. 路走對倚靠神的人，這人便為有福 
詩 84:9 神阿、你是我們的盾牌‧求你垂顧觀看你受膏者的面。 
詩 84:10 在你的院宇住一日、勝似在別處住千日‧寧可在我 神殿中看門、不願住在

惡人的帳棚裏。 
詩 84:11 因為耶和華 神是日頭、是盾牌、要賜下恩惠和榮耀‧他未嘗留下一樣好

處、不給那些行動正直的人。 
詩 84:12 萬軍之耶和華阿、倚靠你的人、便為有福。 
 

(三) 第八十七篇  神的城-有榮耀的事是指著你說的 
1. 是神所愛的城 

詩 87:1 ［可拉後裔的詩歌。］耶和華所立的根基在聖山上。 
詩 87:2 他愛錫安的門、勝於愛雅各一切的住處。 
詩 87:3 神的城阿、有榮耀的事乃指著你說的。［細拉］ 

2. 是萬民所歸向的城 
詩 87:4 我要題起拉哈伯和巴比倫人是在認識我之中的、看哪、非利士、和推羅、並

古實人、個個生在那裏。 
詩 87:5 論到錫安必說、這一個那一個都生在其中‧而且至高者必親自堅立這城。 
詩 87:6 當耶和華記錄萬民的時候、他要點出這一個生在那裏。［細拉］ 

3. 是蒙福喜樂的城 
詩 87:7 歌唱的、跳舞的、都要說、我的泉源都在你裏面。 
 

(四) 第八十九篇 (彌賽亞詩篇)  神與大衛立的約，應驗於基督 

詩 89:4 我要建立你的後裔、直到永遠、要建立你的寶座、直到萬代。［細拉］ 
 路 1:32 他要為大、稱為至高者的兒子．主 神要把他祖大衛的位給他． 
 路 1:33 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遠．他的國也沒有窮盡。 

詩 89:20 我尋得我的僕人大衛、用我的聖膏膏他。 
 路 4:18 『主的靈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

被擄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見、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 

詩 89:27 我也要立他為長子、為世上最高的君王。 
 羅 8:29 因為他豫先所知道的人、就豫先定下效法他兒子的模樣、使他兒子在許多弟

兄中作長子． 

詩 89:52 耶和華是應當稱頌的、直到永遠。阿們、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