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Spring 生命河靈糧堂主日學：詩篇上
（六） 張瓊濱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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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壯年時期（三）
大衛在非利士人中間（撒上27-31章）

詩篇上（六）

• 大衛在非利士中間（撒上27章）
• 大衛退出非利士人的軍隊（撒上29章）

張瓊濱牧師
5/27/2018

• 大衛擊敗亞瑪力人（撒上30章）
• 掃羅，約拿單戰死戰場（撒上31章）

讚美的的詩-詩篇98篇
1. 你們要向耶和華唱新歌！因為他行過奇妙的事；他的右
手和聖臂施行救恩。
2. 耶和華發明了他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公義；
3. 記念他向以色列家所發的慈愛，所憑的信實。地的四極
都看見我們 神的救恩。
4. 全地都要向耶和華歡樂；要發起大聲，歡呼歌頌！
5. 要用琴歌頌耶和華，用琴和詩歌的聲音歌頌他！
6. 用號和角聲，在大君王耶和華面前歡呼！
7. 願海和其中所充滿的澎湃；世界和住在其間的也要發聲。
8. 願大水拍手；願諸山在耶和華面前一同歡呼；
9. 因為他來要審判遍地。他要按公義審判世界，按公正審
判萬民。

詩篇98篇1-3節
•
•
•
•
•

這是一首讚美神的詩：
要大家一起來讚美並解釋讚美的原因！
分三段，每段3小節
宣召： 你們要向耶和華唱新歌
原因： 因為他行過奇妙的事；他的右手和
聖臂施行救恩。
• 2-3節：述說神如何拯救以色列民

背景與分段
這是一首讚美詩，沒有署名是大衛的詩
1 讚美的原因
2-3 神如何拯救以色列民，以色列民要讚美主。
4-6 全地要讚美主，要用各樣的樂器讚美主
7-9 整個宇宙要讚美神，神是救主，大君王，
審判官，是大能的勇士

詩篇98篇4-6節
• 將讚美的範圍擴大：全地都要向耶和華歡
樂；要發起大聲，歡呼歌頌！
• 用各樣的樂器來讚美神
• 全地要在大君王（耶和華）面前讚美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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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98篇7-9節
• 整個宇宙都要讚美祂
• 不只是人要讚美神，連諸山，大海，都要讚美
祂，因為這都是神創造的
• 用擬人化的語氣來述說萬物都有讚美神
• 神是救主，是大君王，是審判官
• 神是大能的勇士：
- 右手和聖臂施行救恩
- 公義審判世界，按公正審判萬民
- 大君王

詩篇7篇
1. 耶和華─我的 神啊，我投靠你！求你救我脫離一切追趕我的人，
將我救拔出來！
2. 恐怕他們像獅子撕裂我，甚至撕碎，無人搭救。
3. 耶和華─我的 神啊，我若行了這事，若有罪孽在我手裡，
4. 我若以惡報那與我交好的人─連那無故與我為敵的，我也救了他
5. 就任憑仇敵追趕我，直到追上，將我的性命踏在地下，使我的
榮耀歸於灰塵。
6. 耶和華啊，求你在怒中起來，挺身而立，抵擋我敵人的暴怒！
求你為我興起！你已經命定施行審判！
7. 願眾民的會環繞你！願你從其上歸於高位！
8. 耶和華向眾民施行審判；耶和華啊，求你按我的公義和我心中
的純正判斷我。

背景
• 這是大衛無辜被人迫害時所寫的祈禱詩
• 大衛指著便雅憫人古實的話，向耶和華唱
的流離歌。

5/27/2018

應用
• 讚美神因為祂已經拯救我
• 讚美神因為祂在我心中坐王
• 讚美神因為祂是那將來的公義的審判者

詩篇7篇
9. 願惡人的惡斷絕！願你堅立義人！因為公義的 神察驗人的
心腸肺腑。
10. 神是我的盾牌；他拯救心裡正直的人。
11. 神是公義的審判者，又是天天向惡人發怒的神。
12. 若有人不回頭，他的刀必磨快，弓必上弦，預備妥當了。
13. 他也預備了殺人的器械；他所射的是火箭。
14. 試看惡人因奸惡而劬勞，所懷的是毒害，所生的是虛假。
15. 他掘了坑，又挖深了，竟掉在自己所挖的阱裡。
16. 他的毒害必臨到他自己的頭上；他的強暴必落到他自己的腦
袋上。
17. 我要照著耶和華的公義稱謝他，歌頌耶和華至高者的名。

分段
• 1-2 首段的禱文：大衛求神拯救。
• 3-5 祈求的基礎：大衛可以向神懇求，因他俯
仰無愧，自覺清白；若不然，他願遭受仇敵殺
害。
• 6-11 祈求的內容：大衛求神證明他的無辜。
• 12-16 大衛透過惡人的邪惡去描述自己的苦況。
• 17 結語：大衛許諾感恩；他對神有絕對的信
念，知道神必會答允祈禱，故要向神獻上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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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
• 大衛祈禱呼籲神救拔時，先求神鑑察他，
當我們遭受冤屈，受到別人的辱罵和恥笑
時，不要心中不平，要到神面前傾訴我們
的苦情，述說我們的困境，也求神鑑察我
們的言行是否公義。
• 當惡人充斥、橫行，這首詩提醒我們不要
埋怨，因為神是公義的，惡人行惡，必受
到報應，掉在自己所挖的阱裡。

背景
這是一篇強調大衛對神信賴的詩歌。也是一
首大衛的金詩。

應用
• 學習大衛祈禱的時候，那種強烈的信念，這信念就
是要得著神自己。除了神以外，他不用別的事務來
替代神。只是專心的持守敬畏和稱頌耶和華。
• 我們在世上所追求的，是否只是物質上的產業，名
利，地位，甚至是房子，要坐落在好的學區，有升
值的潛力，是投資獲利的工具呢？大衛所渴望的產
業，是耶和華自己，以主為他杯中的份，以神為他
知足的喜樂。得著了主自己，生命就有了盼望，靈
魂也有了歸宿，心中也充滿了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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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16篇
1. 神啊，求你保佑我，因為我投靠你。
2. 我的心哪，你曾對耶和華說：你是我的主；我的好處不在你以外。
3. 論到世上的聖民，他們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悅的。
4. 以別 神代替耶和華的（或譯：送禮物給別 神的），他們的愁
苦必加增；他們所澆奠的血我不獻上；我嘴唇也不提別 神的名號。
5. 耶和華是我的產業，是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為我持守。
6. 用繩量給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處；我的產業實在美好。
7. 我必稱頌那指教我的耶和華；我的心腸在夜間也警戒我。
8. 我將耶和華常擺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邊，我便不致搖動。
9. 因此，我的心歡喜，我的靈（原文是榮耀）快樂；我的肉身也要
安然居住。
10. 因為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在陰間，也不叫你的聖者見朽壞。
11. 你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樂；在你右手中
有永遠的福樂。

分段
1-2 一個信賴者的心聲：大衛經歷過神的可靠，
現又向神禱告；他承認只有神自己才是他一
切幸福（好處）的源頭，沒有了神就沒有幸
福。
3-4 不信賴者的結局
5-8 大衛卻單一信賴耶和華
9-11 信賴耶和華所帶來的恩澤

詩篇86篇
1. 耶和華啊，求你側耳應允我，因我是困苦窮乏的。
2. 求你保存我的性命，因我是虔誠人。我的 神啊，求你拯救這
倚靠你的僕人！
3. 主啊，求你憐憫我，因我終日求告你。
4. 主啊，求你使僕人心裡歡喜，因為我的心仰望你。
5. 主啊，你本為良善，樂意饒恕人，有豐盛的慈愛賜給凡求告你
的人。
6. 耶和華啊，求你留心聽我的禱告，垂聽我懇求的聲音。
7. 我在患難之日要求告你，因為你必應允我。
8. 主啊，諸 神之中沒有可比你的；你的作為也無可比。
9. 主啊，你所造的萬民都要來敬拜你；他們也要榮耀你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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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86篇
10. 因你為大，且行奇妙的事；惟獨你是 神。
11. 耶和華啊，求你將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
專心敬畏你的名！
12. 主─我的 神啊，我要一心稱讚你；我要榮耀你的名，直到永遠。
13. 因為，你向我發的慈愛是大的；你救了我的靈魂免入極深的陰間。
14. 神啊，驕傲的人起來攻擊我，又有一黨強橫的人尋索我的命；他
們沒有將你放在眼中。
15. 主啊，你是有憐憫有恩典的神，不輕易發怒，並有豐盛的慈愛和
誠實。
16. 求你向我轉臉，憐恤我，將你的力量賜給僕人，救你婢女的兒子。
17. 求你向我顯出恩待我的憑據，叫恨我的人看見便羞愧，因為你─
耶和華幫助我，安慰我。

應用
• 大衛信心的基礎是建立在他對神有很深切的認
識，我們要更認識神，才能更信靠祂。信心的
增長與人對神認識的增加是相輔相承的。
• 要學習大衛禱告的態度中，他不單單只求神的
救助，而且求神幫助使他能專心敬畏神。
• 我們禱告不只是將問題帶到神的面前，求神來
解決，而是求神將智慧，和啟示的靈賜給我們，
讓我們更敬畏祂。

5/27/2018

背景與分段
• 這是大衛的一個祈禱詩
• 1-7 祈求的內容和基礎：大衛可能是被人誣
告，求神拯救他脫離苦海，因為他是虔誠
人，素來倚靠神（2），也是神的僕人
（4），而神又是滿有慈愛和寬仁的（5）。
• 8-13 祈求的基礎:大衛詳盡地描寫神的全能，
證明神有能力按照人所祈求的去施行拯救，
他也深信神必會施以援手。
• 14-17 結語：大衛再次求神施恩，因敵人攻
擊他，處心積慮要陷害他、奪取他的生命。

詩篇138篇
1. 我要一心稱謝你，在諸 神面前歌頌你。
2. 我要向你的聖殿下拜，為你的慈愛和誠實稱讚你的名；因你使
你的話顯為大，過於你所應許的（或譯：超乎你的名聲）。
3. 我呼求的日子，你就應允我，鼓勵我，使我心裡有能力。
4. 耶和華啊，地上的君王都要稱謝你，因他們聽見了你口中的言
語。
5. 他們要歌頌耶和華的作為，因耶和華大有榮耀。
6. 耶和華雖高，仍看顧低微的人；他卻從遠處看出驕傲的人。
7. 我雖行在患難中，你必將我救活；我的仇敵發怒，你必伸手抵
擋他們；你的右手也必救我。
8. 耶和華必成全關乎我的事；耶和華啊，你的慈愛永遠長存！求
你不要離棄你手所造的。

背景與分段

應用

這是大衛的感恩詩
1-3 引言：大衛感謝神聽了他的祈禱，賜力量
給他。
4-6 大衛籲請全地的君王和他一同尊崇耶和華
7-8 結語：大衛重申對神的信心。

• 學習大衛的一顆感恩的心，知道神必定會應許
禱告，而且得到鼓勵和能力。
• 學習大衛的一顆謙卑的心到神的面前禱告，神
攔阻驕傲的人，卻看顧謙卑的人。
• 學習大衛一顆信靠的心，相信神必定會成全尚
待完成的事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
見之事的確據。（來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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