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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诗篇都是诗人在特定情景之下所产生的，
百五十篇很像普天颂赞 是后来搜集汇编而成的一百五十篇很像普天颂赞，是后来搜集汇编而成的，

可以看出汇编的痕迹，每一个序都有不同的编者…

 七二1 所罗门王的诗；20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完毕。
希西家 ─ 第三篇到四十一篇 都是他编的

亚萨 ─ 把 七十三到八十三篇 汇整

可拉的后裔 ─ 把 四十二到四十九篇、

八十四到八十八篇 除 八十六篇 外，又加进去

四二 四三篇 有重复的地方四二、四三篇 有重复的地方，

四二11、四三5 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

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

很可能 四二、四三 本来是一篇，后来被拆成两篇。

一百五十篇汇编成五卷，在呼应五经，从历史角度来看…
1 到四 大卫跟扫罗1. 一到四一 大卫跟扫罗

2. 四二到七二 大卫的掌权

3 七三到八九亚述攻击大卫帝国的危机3. 七三到八九亚述攻击大卫帝国的危机

4. 九十到一○六 圣殿被毁的时候，又回忆出埃及的景况

5 到 被掳归回 新的盼望 上帝还要再来5. 一○七到一四五 被掳归回、新的盼望，上帝还要再来

 一四六到一五○ 赞美诗
上行诗 一二○到一三四 上行诗，

朝圣的人前往圣殿的时候，所唱的诗歌诗歌

哈利路 一三五到一五○ 哈利路亚

每一部结束都用三一颂，四一13、七二18-20、八九52、一○六48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从亘古直到永远。阿们！阿们！从亘古直到永远。阿们！阿们！

整个诗篇，有一个非常精采的组合。

一百五十篇诗人编它主要的目的…
1 帮助我们了解律法 上帝的律法全备 1 19 1191. 帮助我们了解律法 ─上帝的律法全备，1、19、119

2. 让我们认识基督 ─律法的结果带进基督，
罗十4 律法的总纲是基督罗十4 律法的总纲是基督

3. 认识自己的堕落 ─马丁路德说最像保罗的诗篇有四个，
 三二得赦免其过 遮盖其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三二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
 五一大卫跟拔示巴犯罪，求主用牛膝草洁净我
 三○在路德的追思礼拜被读出来 一三○在路德的追思礼拜被读出来，

主耶和华啊，你若究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呢？？
但在你有赦免之恩 要叫人敬畏你

4 认识神 整个诗篇的主角当然是上帝

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
 一四三，都描绘人的罪恶、堕落、败坏

4. 认识神 ─ 整个诗篇的主角当然是上帝，
耶和华、神、王、父、守约、慈爱、公义、审判、

上帝同在 彰显在诗人的祷告当中上帝同在，彰显在诗人的祷告当中 ─
如果没有上帝同在，就会有冤屈、苦楚、痛苦、眼泪、咒诅



二十二篇 非常重要 ─
上帝不听他的祷告 受苦的路 一到二十一节 ─ 上帝不听他的祷告，受苦的路，

描绘苦难十字架的道路，

受难节最喜欢被读就是这 篇受难节最喜欢被读就是这一篇

新约引用受难最多的经文

字 道 后半段到三十一节 ─ 描绘十字架的道路
是有通路的、可以转弯的

二十二篇 受苦诗、更是弥赛亚诗，
引进二十三篇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把耶稣说「我是好牧人」连结在一起

帮助我们了解 ─
十字架的道路非常难走，

却是荣耀的路

1. 十字架的道路是受苦的路 二二1-11 哀歌

1 我的神，我的神！为甚么离弃我？

为甚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唉哼的言语？为甚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唉哼的言语？

2 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住声。

3 但你是圣洁的 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3 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

4 我们的祖宗倚靠你；他们倚靠你，你便解救他们。

5 他们哀求你，便蒙解救；他们倚靠你，就不羞愧。他们哀求你，便蒙解救；他们倚靠你，就不 愧。

6 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

7 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

8 「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

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

9 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

10 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

求你 远离我 因 急难 没有人帮助我11 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急难临近了，没有人帮助我。

1. 十字架的道路是受苦的路 1-11 哀歌

他一开始就抱怨…
1 我的神，我的神！为甚么离弃我？我的神，我的神 为甚 离弃我

3 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

4 我们的祖宗倚靠你；他们倚靠你，你便解救他们。

5 他们哀求你，便蒙解救；他们倚靠你，就不羞愧。

回忆过去以色列被上帝祝福，祖宗有你帮助、不羞愧
6 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

有抱怨、回想过去，抱怨、又回想自己 ─
过去 色列如何被上帝帮助 现在我像 条虫过去以色列如何被上帝帮助，现在我像一条虫

09 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

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 你就是我的神10 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你就是我的神。

过去的他、上帝帮助，
现在他只能发咒诅诗 抱怨 唱哀歌现在他只能发咒诅诗、抱怨、唱哀歌

11 求你不要远离我！

1. 十字架的道路是受苦的路 二二12-21 哀歌

12 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珊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

13 牠们向我张口 好像抓撕吼叫的狮子13 牠们向我张口，好像抓撕吼叫的狮子。

14 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

我心在我里面如蜡镕化我心在我里面如蜡镕化。

15 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

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

16 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

17 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17 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

18 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拈阄。

19 耶和华啊，求你不要远离我！

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

20 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救我的生命脱离犬类，

21 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角。



1. 十字架的道路是受苦的路 二二12-21 哀歌

两个抱怨，第一个抱怨 ─
12-13 有许多公牛四面困住我…好像抓撕吼叫的狮子。12 13 有许多公牛四面困住我…好像抓撕吼叫的狮子。

那个抱怨就发觉更近，结果 14-16 死亡临近近。。

第二次再抱怨 ─第 次再抱怨
16-17 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

等于公牛、狮子，敌人就像动物一样要抓我、要吃我，等于公牛、狮子，敌人就像动物 样要抓我、要吃我，

我没有精力，牙齿、骨头、肌肉通通要衰微，非常可怜。

18 他们分我的外衣 为我的里衣拈阄。18 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拈阄。

19 耶和华啊，求你不要远离我！

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

苦路，前半段都谈如何苦 ─ 两遍的哀歌，

两个埋怨 两个回忆 两个埋怨 两次死亡

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

两个埋怨、两个回忆、两个埋怨、两次死亡…
跟从上帝的人，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的。

2. 十字架的道路是荣耀的路 二二22-31

22 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
23 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他！

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他！
24 因为他没有藐视憎恶受苦的人，也没有向他掩面；

那受苦之人呼吁的时候 他就垂听那受苦之人呼吁的时候，他就垂听。
25 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

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还我的愿。
26 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

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
27 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 并且归顺他；27 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

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28 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因 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 万国的。
29 地上一切丰肥的人必吃喝而敬拜；

凡下到尘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都要在他面前下拜。
30 他必有后裔事奉他 主所行的事必传与后代30 他必有后裔事奉他；主所行的事必传与后代。
31 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言明这事是他所行的。

2. 十字架的道路是荣耀的路 二二22-31

上帝让苦难变荣耀、历史变成真实…
 3 以色列赞美为宝座的上帝以色列赞美为宝座的上帝

22-26出现四次的赞美 ─
 25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的25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的

我会赞美你是你给我的乐歌
 26a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 26a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

过去是痛苦、现在是赞美，哀歌变成乐歌
而且永远活着 ─而且永远活着

26b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上帝把死亡改变成复活

因为上帝涉入，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 ─
28-31国权是他的，地上所有人都要下拜他，

后裔、子孙、世世代代要敬拜他。

十字架的路前半段是苦路，后半段是荣耀的路，

怎么样从上半段走到下半段怎么样从上半段走到下半段？

1. 认识惟有神是我的帮助者

19耶和华啊，求你不要远离我！
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

02 他怀疑 ─ 你为什么不帮助我？

敌人说 上帝 会帮助你11 敌人说 ─ 上帝不会帮助你

19 上帝啊，求你亲自帮助我！

他不放弃上帝，
过去曾经怀疑上帝、过去曾经怀疑上帝、

敌人也告诉他不要靠近上帝

现在求上帝来亲自帮助他，现在求上帝来亲自帮助他，

经历到上帝仍然是他的帮助



十字架的路前半段是苦路，后半段是荣耀的路，

怎么样从上半段走到下半段怎么样从上半段走到下半段？

2. 认识上帝听他的祷告认识 帝听他的祷告
1 认为上帝不听他、不救他
2 你不应允我，正好出现在 ─应允我，正好出现在

21 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你已经应允我
上帝看起来不听我，怀疑上帝没有耳朵，上帝看起来不听我，怀疑 帝没有耳朵，

但后来才发觉 ─每一个祷告他都听！

在敌人、狮子正要血淋淋要吃他的时候，在敌人、狮子正要血淋淋要吃他的时候，

上帝应允他…
上帝是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转变成二二节 的赞美

从苦路到通路 ─ 原来怀疑上帝没有耳朵，

上帝是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转变成二二节 的赞美。

现在体会到上帝有耳朵 ─上帝听祷告！

通路的重点在哪里 ─ 受苦的耶稣
二二16 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

弥赛亚被钉痕的手 让所有世人怀疑上帝 为什么弥赛亚被钉痕的手，让所有世人怀疑上帝，为什么…
可以走出去，是因为耶稣自己经历过 ─

鞭伤、被扎、骨头被钉在十字架上数过，
别人分他的外衣、里衣…

整个诗篇有律法、有基督论、有认识神、认识自己。

基督是人从二二篇上半段 走到下半段 的转折点 ─基督是人从二二篇上半段 走到下半段 的转折点
从咒诅到赞美的原因是十字架
钉痕的耶稣他了解你的苦 ─钉痕的耶稣他了解你的苦

知道你好像在怀疑上帝、有仇敌在攻击你

他要让你转变 ─ 让以色列的赞美变成你的赞美他要让你转变  让以色列的赞美变成你的赞美，

也让你来事奉他，让钉痕的手靠近你！

祷告祷告亲爱的主 祷告祷告亲爱的主，

十字架的路非常苦，苦的最大的高潮是 ─
我们怀疑你不听我们的祷告…

但从诗篇二十二篇 知道 ─ 你听我们的祷告！
在最阴霾的地方，你有耳朵在听我们祷告，

甚至你为我们走上十字架、走进阴间、

死里埋葬、复活，开了一条通路，

让我们这些领受诗篇、预告耶稣的人，

找到了通路！

主耶稣救我们能够经历到 ─

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 阿们

主耶稣救我们能够经历到

你是全能、慈爱、守约的神。

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