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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詩篇都是詩人在特定情景之下所產生的，

一百五十篇很像普天頌讚，是後來蒐集彙編而成的，

可以看出彙編的痕跡，每一個序都有不同的編者…

七二1 所羅門王的詩；20 耶西的兒子大衛的祈禱完畢。

希西家 ─ 第三篇到四十一篇 都是他編的

亞薩 ─ 把 七十三到八十三篇 彙整

可拉的後裔 ─ 把 四十二到四十九篇、

八十四到八十八篇 除 八十六篇 外，又加進去

四二、四三篇 有重複的地方，

四二11、四三5 我的心哪，你為何憂悶？為何在我裡面煩躁？

應當仰望神，因我還要稱讚他。

他是我臉上的光榮，是我的神。

很可能 四二、四三 本來是一篇，後來被拆成兩篇。

耶和華以色列的神是應當稱頌的，

從亙古直到永遠。阿們！阿們！

整個詩篇，有一個非常精采的組合。

一百五十篇彙編成五卷，在呼應五經，從歷史角度來看…
1. 一到四一 ─大衛跟掃羅

2. 四二到七二 ─ 大衛的掌權

3. 七三到八九 ─ 亞述攻擊大衛帝國的危機

4. 九十到一○六 ─ 聖殿被毀的時候，又回憶出埃及的景況

5. 一○七到一四五 ─ 被擄歸回、新的盼望，上帝還要再來

一四六到一五○ ─ 讚美詩

一二○到一三四 ─ 上行詩，

朝聖的人前往聖殿的時候，所唱的詩歌詩歌

一三五到一五○ ─ 哈利路亞

每一部結束都用三一頌，四一13、七二18-20、八九52、一○六48
4. 認識神 ─ 整個詩篇的主角當然是上帝，

耶和華、神、王、父、守約、慈愛、公義、審判、

上帝同在，彰顯在詩人的禱告當中 ─

如果沒有上帝同在，就會有冤屈、苦楚、痛苦、眼淚、咒詛

一百五十篇詩人編它主要的目的…
1. 幫助我們瞭解律法 ─ 上帝的律法全備，1、19、119

2. 讓我們認識基督 ─ 律法的結果帶進基督，

羅十4 律法的總綱是基督

3. 認識自己的墮落 ─ 馬丁路德說最像保羅的詩篇有四個，

三二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這人是有福的

五一大衛跟拔示巴犯罪，求主用牛膝草潔淨我

一三○在路德的追思禮拜被讀出來，

主耶和華啊，你若究察罪孽，誰能站得住呢？呢？

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

一四三，都描繪人的罪惡、墮落、敗壞



二十二篇 非常重要 ─

一到二十一節 ─ 上帝不聽他的禱告，受苦的路，

描繪 苦難十字架的道路，

受難節最喜歡被讀就是這一篇

新約引用受難最多的經文

後半段到三十一節 ─ 描繪十字架的道路

是有通路的、可以轉彎的

二十二篇 受苦詩、更是彌賽亞詩，

引進 二十三篇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

把耶穌說「我是好牧人」連結在一起

幫助我們瞭解 ─

十字架的道路非常難走，

卻是榮耀的路

1 我的神，我的神！為甚麼離棄我？

為甚麼遠離不救我？不聽我唉哼的言語？

2 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應允，夜間呼求，並不住聲。

3 但你是聖潔的，是用以色列的讚美為寶座的。

4 我們的祖宗倚靠你；他們倚靠你，你便解救他們。

5 他們哀求你，便蒙解救；他們倚靠你，就不羞愧。

6 但我是蟲，不是人，被眾人羞辱，被百姓藐視。

7 凡看見我的都嗤笑我；他們撇嘴搖頭，說：

8 「他把自己交託耶和華，耶和華可以救他吧！

耶和華既喜悅他，可以搭救他吧！」

9 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懷裡，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

10 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裡；從我母親生我，你就是我的神。

11 求你不要遠離我！因為急難臨近了，沒有人幫助我。

1. 十字架的道路是受苦的路 二二1-11 哀歌

1. 十字架的道路是受苦的路 1-11 哀歌

他一開始就抱怨…
1 我的神，我的神！為甚麼離棄我？

3 但你是聖潔的，是用以色列的讚美為寶座的。

4 我們的祖宗倚靠你；他們倚靠你，你便解救他們。

5 他們哀求你，便蒙解救；他們倚靠你，就不羞愧。

回憶過去以色列被上帝祝福，祖宗有你幫助、不羞愧

6 但我是蟲，不是人，被眾人羞辱，被百姓藐視。

有抱怨、回想過去，抱怨、又回想自己 ─
過去以色列如何被上帝幫助，現在我像一條蟲

09 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

10 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裡，你就是我的神。

過去的他、上帝幫助，
現在他只能發咒詛詩、抱怨、唱哀歌

11 求你不要遠離我！

1. 十字架的道路是受苦的路

12 有許多公牛圍繞我，巴珊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

13 牠們向我張口，好像抓撕吼叫的獅子。

14 我如水被倒出來；我的骨頭都脫了節；

我心在我裡面如蠟鎔化。

15 我的精力枯乾，如同瓦片；我的舌頭貼在我牙床上。

你將我安置在死地的塵土中。

16 犬類圍著我，惡黨環繞我；他們扎了我的手，我的腳。

17 我的骨頭，我都能數過；他們瞪著眼看我。

18 他們分我的外衣，為我的裡衣拈鬮。

19 耶和華啊，求你不要遠離我！

我的救主啊，求你快來幫助我！

20 求你救我的靈魂脫離刀劍，救我的生命脫離犬類，

21 救我脫離獅子的口；你已經應允我，使我脫離野牛的角。

二二12-21 哀歌



1. 十字架的道路是受苦的路 二二12-21 哀歌

兩個抱怨，第一個抱怨 ─

苦路，前半段都談如何苦 ─ 兩遍的哀歌，

兩個埋怨、兩個回憶、兩個埋怨、兩次死亡…
跟從上帝的人，不是條條大路通羅馬的。

12-13 有許多公牛四面困住我…好像抓撕吼叫的獅子。

那個抱怨就發覺更近，結果 ─ 14-16 死亡臨近。近。

第二次再抱怨 ─

16-17 犬類圍著我，惡黨環繞我。我的骨頭，我都能數過。

等於公牛、獅子，敵人就像動物一樣要抓我、要吃我，

我沒有精力，牙齒、骨頭、肌肉通通要衰微，非常可憐。

18 他們分我的外衣，為我的裡衣拈鬮。

19 耶和華啊，求你不要遠離我！

我的救主啊，求你快來幫助我！

2. 十字架的道路是榮耀的路 二二22-31

22 我要將你的名傳與我的弟兄，在會中我要讚美你。

23 你們敬畏耶和華的人要讚美他！雅各的後裔都要榮耀他！
以色列的後裔都要懼怕他！

24 因為他沒有藐視憎惡受苦的人，也沒有向他掩面；
那受苦之人呼籲的時候，他就垂聽。

25 我在大會中讚美你的話是從你而來的；
我要在敬畏耶和華的人面前還我的願。

26 謙卑的人必吃得飽足；尋求耶和華的人必讚美他。
願你們的心永遠活著！

27 地的四極都要想念耶和華，並且歸順他；
列國的萬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28 因為國權是耶和華的；他是管理萬國的。

29 地上一切豐肥的人必吃喝而敬拜；
凡下到塵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都要在他面前下拜。

30 他必有後裔事奉他；主所行的事必傳與後代。

31 他們必來把他的公義傳給將要生的民，言明這事是他所行的。

2. 十字架的道路是榮耀的路 二二22-31

因為上帝涉入，地的四極都要想念耶和華 ─

28-31 國權是祂的，地上所有人都要下拜祂，

後裔、子孫、世世代代要敬拜祂。

上帝讓苦難變榮耀、歷史變成真實…
3 以色列讚美為寶座的上帝

22-26 出現四次的讚美 ─

25 我在大會中讚美你的話是從你而來的的

我會讚美你是你給我的樂歌

26a 尋求耶和華的人必讚美祂

過去是痛苦、現在是讚美，哀歌變成樂歌

而且永遠活著 ─

26b 願你們的心永遠活著，上帝把死亡改變成復活

十字架的路前半段是苦路，後半段是榮耀的路，

怎麼樣從上半段走到下半段？

1. 認識惟有神是我的幫助者

19 耶和華啊，求你不要遠離我！

我的救主啊，求你快來幫助我！

02 他懷疑 ─ 你為什麼不幫助我？

11 敵人說 ─ 上帝不會幫助你

19 上帝啊，求你親自幫助我！

他不放棄上帝，

過去曾經懷疑上帝、

敵人也告訴他不要靠近上帝

現在求上帝來親自幫助他，

經歷到上帝仍然是他的幫助



十字架的路前半段是苦路，後半段是榮耀的路，

怎麼樣從上半段走到下半段？

從苦路到通路 ─ 原來懷疑上帝沒有耳朵，

現在體會到上帝有耳朵 ─上帝聽禱告！

2. 認識上帝聽他的禱告
1 認為上帝不聽他、不救他

2 你不應允我，正好出現在 ─

21 救我脫離獅子的口，你已經應允我

上帝看起來不聽我，懷疑上帝沒有耳朵，

但後來才發覺 ─ 每一個禱告祂都聽！

在敵人、獅子正要血淋淋要吃他的時候，

上帝應允他…
上帝是患難中隨時的幫助，轉變成 二二節 的讚美。

通路的重點在哪裏 ─受苦的耶穌

二二16 犬類圍著我，惡黨環繞我；他們扎了我的手，我的腳。

彌賽亞被釘痕的手，讓所有世人懷疑上帝，為什麼…
可以走出去，是因為耶穌自己經歷過 ─

鞭傷、被扎、骨頭被釘在十字架上數過，

別人分祂的外衣、裡衣…
整個詩篇有律法、有基督論、有認識神、認識自己。

基督是人從 二二篇上半段 走到 下半段 的轉折點 ─

從咒詛到讚美的原因是十字架
釘痕的耶穌祂瞭解你的苦 ─

知道你好像在懷疑上帝、有仇敵在攻擊你

祂要讓你轉變 ─ 讓以色列的讚美變成你的讚美，

也讓你來事奉祂，讓釘痕的手靠近你！

奉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禱告，阿們。

禱告禱告親愛的主，

十字架的路非常苦，苦的最大的高潮是 ─

我們懷疑你不聽我們的禱告…
但從 詩篇二十二篇 知道 ─ 你聽我們的禱告！

在最陰霾的地方，你有耳朵在聽我們禱告，

甚至你為我們走上十字架、走進陰間、

死裏埋葬、復活，開了一條通路，

讓我們這些領受詩篇、預告耶穌的人，

找到了通路！

主耶穌救我們能夠經歷到 ─

你是全能、慈愛、守約的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