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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上帝跟人不一樣，
人往往需要人的讚美、人的肯定，上帝不需要人的讚美！
往往需要 的讚美
的肯定
帝 需要 的讚美
聖經當中常常提到哈利路亞，
命令語句 ─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不是上帝需要我們的讚美
 上帝知道受造的人類需要讚美上帝，
當讚美祂的時候，我們才知道自己是誰、跟祂的關係
詩篇說我們是祂草場上的羊…
背後意含的，是我們這一群受造的、屬於神的人，需要從
背後意含的
是我們這 群受造的 屬於神的人 需要從
自我專注、自以為是、自我中心的世界觀來轉向上帝
 具體的，以詩歌、言語，表達我們向神的喜樂之情
具體的 以詩歌 言語 表達我們向神的喜樂之情


讚美詩是一種聽得見的心靈健康狀態，
在研讀全國性讚美詩的當下，讓我們恢復成第 代百姓，
在研讀全國性讚美詩的當下，讓我們恢復成第一代百姓，
他們怎樣用這些詩歌來讚美上帝！

詩篇一四八篇是一首典型的全國性讚美詩，
 詩人先會呼籲，會有一些特定的對象
詩人先會呼籲 會有 些特定的對象 ─
到底是那些人要來讚美神
 有豐富的禮儀意味，也就是群體性的讚美，
有豐富的禮儀意味 也就是群體性的讚美
一群人共同經歷了什麼？以至於要來讚美上帝
 讚美是有內容的
讚美
內容 ─ 經歷、具體讚美些甚麼？
 最後有結尾語
全國性讚美詩往往帶來教導功能，
 呼籲這
呼籲這一群敬拜讚美的百姓們
群敬拜讚美的百姓們 ─
要認識上帝、然後讚美上帝
 這樣的讚美真的可以看見 ─
怎樣打斷對自己的專注，
將注意力都集中在上帝的身上
將注意力都集中在上帝的身上，
因為祂實在是配得我們讚美的上帝！

詩篇一四八 整個以「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也就是哈利路亞為開端語跟結尾語…
為開端語跟結尾語
1a、14b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好像一個信封，包著這篇詩篇，呼籲來讚美耶和華。

 哈利路就是「你們要讚美」，

是第二人稱複數的命令語句
 亞是耶和華的簡稱

當敬拜的領導者
呼籲哈利路亞，
所有的會眾都以
阿門」來 應
「阿門」來回應。

整個詩篇從 146 到 150 都是哈利路亞大合唱，
是這一群被擄歸回、重建聖殿之後的百姓，
是這
群被擄歸回 重建聖殿之後的百姓
圍繞聖殿的當下，敬拜上帝在歷史當中的作為 ─
雖然被擄 經歷了上帝的管教跟審判，
雖然被擄、經歷了上帝的管教跟審判，
仍然能夠歸回、重新修造聖殿、重新來讚美上帝。

歷史背景 ─ 尼希米記十二章
被擄歸回的百姓重建城牆之後 來獻殿禮 獻牆禮
被擄歸回的百姓重建城牆之後，來獻殿禮、獻牆禮。
特色 ─ 呼籲非常多的對象來讚美上帝…

7-10 所有在地上的，大魚和一切深洋，

火與冰雹，雪和霧氣，成就祂命的狂風，
火與冰雹
雪和霧氣 成就祂命的狂風
大山和小山，結果的樹木和一切香柏樹，
野獸和 切牲畜，昆蟲和飛鳥。
野獸和一切牲畜，昆蟲和飛鳥。

1-6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從天上讚美耶和華，在高處讚美祂！
祂的眾使者都要讚美祂！祂的諸軍都要讚美祂！
日頭月亮，你們要讚美祂！
放光的星宿 你們都要讚美祂
放光的星宿，你們都要讚美祂！
天上的天和天上的水，你們都要讚美祂！
願這些都讚美耶和華的名！因祂 吩咐便都造成
願這些都讚美耶和華的名！因祂一吩咐便都造成。
祂將這些立定，直到永永遠遠；祂定了命，不能廢去。

在大自然他所有看得見的…
詩人都邀請來讚美上帝！
11-12 世上的君王和萬民，首領和世上一切審判官，
的
和萬民 首領和
審判官

少年人和處女，老年人和孩童，都當讚美耶和華！
呼籲了每一個對象來讚美上帝，理由？
13b 因為獨有祂的名被尊崇；祂的榮耀在天地之上。

天 ─ 高處在天上的受造者
 地 ─ 地上的一切的受造者
的
的受造者
 世上的許多屬於神的百姓

他們跟神的關係是什麼？他們為什麼要讚美神？
5 因祂一吩咐便都造成。
因祂 吩咐便都造成
因為他們是照著上帝的命令而受造的。



上帝對祂立過約的群體，管教他們、潔淨他們，
又召聚他們 使他們再次歸回到耶路撒冷
又召聚他們、使他們再次歸回到耶路撒冷，
重建聖殿、城牆，恢復上帝在他們生命當中的計劃，
以至於他們再次能夠被集結在神的跟前來讚美上帝。
以至於他們再次能夠被集結在神的跟前來讚美上帝

全國性讚美詩 ─ 詩篇一一一篇，是字母詩…
每一節或每一行，
按照字母來排列的
 希伯來的字母一共 22 個


14a 祂將祂百姓的角高舉。

角象徵的力量，在禮儀用法當中，
君王都會被祭司用角盛著聖膏油來膏抹
 也象徵君王、及君王所帶來的拯救


他們共同看見了神的作為、經歷上帝從創造到救贖的作為，
以至於一圈一圈的群體，
好像陣陣漣漪，各個都要讚美上帝
好像陣陣漣漪，各個都要讚美上帝。
這是一篇很典型的全國性的讚美詩，
我們懂得怎樣將自己的心從座位
高高舉起，向神獻上讚美。

一一一篇一開始是「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也是用哈利路亞做為開端語
 從下一行開始，就是第一節的後半 ─
「我要在正直人的大會中 開始，
「我要在正直人的大會中」開始，
一共 22 行經文排列下來、
非常整齊的


字母詩往往很豐富的禮儀意味，
很容易記憶、背誦、非常的嚴謹排列下來，要讚美上帝。

詩篇一一一篇

希伯來字母詩

詩篇一一一篇

1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6 祂向百姓顯出大能的作為，

我要在正直人的大會中，
並公會中，
一心稱謝耶和華。
2 耶和華的作為本為大；
凡喜愛的都必考察。
3 祂所行的是尊榮和威嚴；
祂的公義存到永遠。
4 祂行了奇事，使人記念；
耶和華有恩惠 有憐憫
耶和華有恩惠，有憐憫。
5 祂賜糧食給敬畏祂的人；
祂必永遠記念祂的約。
祂必永遠記念祂的約

把外邦的地賜給他們為業。
7 祂手所行的是誠實公平；
祂的訓詞都是確實的，
8 是永永遠遠堅定的，
是按誠實正直設立的。
9 祂向百姓施行救贖，
命定祂的約 直到永遠；
命定祂的約，直到永遠；
祂的名聖而可畏。
10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
凡遵行祂命令的是聰明人。
耶和華是永遠當讚美的！

1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呼籲讚美

我要在正直人的大會中 並公會中
我要在正直人的大會中，並公會中，一心稱謝耶和華。
稱謝耶和華
以色列人被擄之後不再有聖殿，形成在會堂中的敬拜，
塑造以色列人在被擄外邦，保存敬拜跟生活的獨特性。
2-9 是讚美的內容
是讚美的內容、原因，是平行句體裁中
原因 是平行句體裁中

非常整齊的排列，他們要讚美上帝…
4b 耶和華有恩惠，有憐憫。5b 祂必永遠記念祂的約。

西奈之約

出卅四6a 耶和華宣告說：「耶和華，耶和華，

是有憐憫有恩典的神。」
詩篇會以這個做為立約的套語，讓人想到上帝記念祂的約
詩篇會以這個做為立約的套語，讓人想到上帝記念祂的約…
 這個群體能站在這邊讚美上帝，是因為上帝記念祂的約
 所意含著這個群體經歷了什麼？看見了什麼？
以至於彼此呼籲要來讚美上帝

希伯來字母詩

結尾語…
10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

凡遵行祂命令的是聰明人。
耶和華是永遠當讚美的！
是一個智慧的勸勉，講到敬畏耶和華，
是
個智慧的勸勉，講到敬畏耶和華，
在讚美詩的當中，重新塑造這個群體 ─
成為有上帝的屬性 滿有智慧的人
成為有上帝的屬性、滿有智慧的人。
在全國性讚美詩當中我們可以在正典，
也就是在聖經、詩篇的編排當中，去體會 ─
 這些群體如何經歷了歷史當中上帝的作為
 一起共同在頌讚、讚美神的作為當中，
同時賦與這個群體有一個共同的意識、
共同的信仰的堅厚的基礎

愛我們的耶穌，謝謝你，照你所應許的，

禱告

當我們懂得查考你的作為，就越發的要來讚美你
 當我們懂得讚美你的時刻，彷彿從榮光到榮光
你改變我們、你更新我們，使我們更像你


在卷五的全國性讚美詩當中真實體會 ─
 我們會經歷失敗軟弱、會經歷到你的審判，
但是卻是帶來了潔淨
 使我們轉向你的時刻，仍然藉著讚美
高舉你的寶座 使屬你的百姓反映你的榮美
高舉你的寶座，使屬你的百姓反映你的榮美
謝謝主，幫助我們在詩篇的誦讀當中，
來塑造我們成為一群像你、屬你的百姓。
來塑造我們成為
群像你 屬你的百

垂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