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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卅一课…

全国性赞美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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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上帝跟人不一样，
人往往需要人的赞美 人的肯定 上帝不需要人的赞美
人往往需要人的赞美、人的肯定，上帝不需要人的赞美！
圣经当中常常提到哈利路亚，
命令语句─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不是上帝需要我们的赞美
 上帝知道受造的人类需要赞美上帝，
当赞美他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自己是谁、跟他的关系
诗篇说我们是他草场上的羊…
背后意含的，是我们这一群受造的、属于神的人，需要从
背后意含的，是我们这
群受造的、属于神的人，需要
自我专注、自以为是、自我中心的世界观来转向上帝
 具体的，以诗歌、言语，表达我们向神的喜乐之情


赞美诗是一种听得见的心灵健康状态，
在研读全国性赞美诗的当下 让我们恢复成第一代百姓
在研读全国性赞美诗的当下，让我们恢复成第
代百姓，
他们怎样用这些诗歌来赞美上帝！

诗篇一四八篇是一首典型的全国性赞美诗，
 诗人先会呼吁，会有一些特定的对象
诗人先会呼吁 会有 些特定的对象 ─
到底是那些人要来赞美神
 有丰富的礼仪意味，也就是群体性的赞美，
有丰富的礼仪意味 也就是群体性的赞美
一群人共同经历了什么？以至于要来赞美上帝
 赞美是有内容的 ─经历、具体赞美些甚么？
体赞美些甚
 最后有结尾语
全国性赞美诗往往带来教导功能，
 呼吁这一群敬拜赞美的百姓们 ─
要认识上帝、然后赞美上帝
 这样的赞美真的可以看见 ─
怎样打断对自己的专注，
将注意力都集中在上帝的身上，
因为他实在是配得我们赞美的上帝！

诗篇一四八整个以「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也就是哈利路亚为开端语跟结尾语…
为开端语跟结尾语
1a、14b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好像一个信封，包着这篇诗篇，呼吁来赞美耶和华。

 哈利路就是「你们要赞美」，

是第二人称复数的命令语句
 亚是耶和华的简称

当敬拜的领导者
呼吁哈利路亚，
所有的会众都以
「阿门」来回应。
「阿门」来
应

整个诗篇从 146 到150 都是哈利路亚大合唱，
是这一群被掳归回、重建圣殿之后的百姓，
是这
群被掳归回、重建圣殿之后的百姓，
围绕圣殿的当下，敬拜上帝在历史当中的作为 ─
虽然被掳 经历了上帝的管教跟审判
虽然被掳、经历了上帝的管教跟审判，
仍然能够归回、重新修造圣殿、重新来赞美上帝。

历史背景 ─ 尼希米记十二章
被掳归回的百姓重建城墙之后 来献殿礼 献墙礼
被掳归回的百姓重建城墙之后，来献殿礼、献墙礼。
特色 ─ 呼吁非常多的对象来赞美上帝…

7-10 所有在地上的，大鱼和一切深洋，

火与冰雹，雪和雾气，成就他命的狂风，
火与冰雹
雪和雾气 成就他命的狂风
大山和小山，结果的树木和一切香柏树，
野兽和一切牲畜
野兽和
切牲畜，昆虫和飞鸟。
昆虫和飞鸟

1-6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从天上赞美耶和华，在高处赞美他！
他的众使者都要赞美他！他的诸军都要赞美他！
日头月亮，你们要赞美他！
放光的星宿 你们都要赞美他！
放光的星宿，你们都要赞美他！
天上的天和天上的水，你们都要赞美他！
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因他 吩咐便都造成
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因他一吩咐便都造成。
他将这些立定，直到永永远远；他定了命，不能废去。






在大自然他所有看得见的…
诗人都邀请来赞美上帝！
11-12 世上的君王和万民，首领和世上一切审判官，
，
，

少年人和处女，老年人和孩童，都当赞美耶和华！
呼吁了每一个对象来赞美上帝
呼吁了每
个对象来赞美上帝，理由？
理由？
13b 因为独有他的名被尊崇；他的荣耀在天地之上。

天 ─ 高处在天上的受造者
 地 ─ 地上的一切的受造者
 世上的许多属于神的百姓

他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赞美神？
5 因他一吩咐便都造成。
因他 吩咐便都造成。
因为他们是照着上帝的命令而受造的。



上帝对他立过约的群体，管教他们、洁净他们，
又召聚他们 使他们再次归回到耶路撒冷
又召聚他们、使他们再次归回到耶路撒冷，
重建圣殿、城墙，恢复上帝在他们生命当中的计划，
以至于他们再次能够被集结在神的跟前来赞美上帝。
以至于他们再次能够被集结在神的跟前来赞美上帝

全国性赞美诗 ─诗篇一一一篇，是字母诗…
每一节或每一行，
按照字母来排列的
 希伯来的字母一共 22 个


14a 他将他百姓的角高举。

角象征的力量，在礼仪用法当中，
君王都会被祭司用角盛着圣膏油来膏抹
 也象征君王、及君王所带来的拯救


他们共同看见了神的作为、经历上帝从创造到救赎的作为，
他们共同看见了神的作为
经历上帝从创造到救赎的作为
以至于一圈一圈的群体，
好像阵阵涟漪 各个都要赞美上帝。
好像阵阵涟漪，各个都要赞美上帝。
这是一篇很典型的全国性的赞美诗，
我们懂得怎样将自己的心从座位
高高举起，向神献上赞美。

一一一篇一开始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也是用哈利路亚做为开端语
 从下一行开始，就是第一节的后半 ─
「我要在正直人的大会中」开始，
「我要在正直人的大会中」开始
一共 22 行经文排列下来、
非常整齐的


字母诗往往很丰富的礼仪意味，
很容易记忆、背诵、非常的严谨排列下来，要赞美上帝。

诗篇一一一篇

希伯来字母诗

诗篇一一一篇

1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6 他向百姓显出大能的作为，

我要在正直人的大会中
我要在正直人的大会中，
并公会中，
一心称谢耶和华
心称谢耶和华。
2 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
凡喜爱的都必考察。
凡喜爱的都必考察
3 他所行的是尊荣和威严；
他的公义存到永远。
他的公义存到永远
4 他行了奇事，使人记念；
耶和华有恩惠 有怜悯
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
5 他赐粮食给敬畏他的人；
他必永远记念他的约。
他必永远记念他的约

把外邦的地赐给他们为业
把外邦的地赐给他们为业。
7 他手所行的是诚实公平；
他的训词都是确实的，
他的训词都是确实的
8 是永永远远坚定的，
是按诚实正直设立的。
是按诚实正直设立的
9 他向百姓施行救赎，
命定他的约 直到永远；
命定他的约，直到永远；
他的名圣而可畏。
10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
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

1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呼吁赞美

我要在正直人的大会中 并公会中
我要在正直人的大会中，并公会中，一心称谢耶和华。
心称谢耶和华
以色列人被掳之后不再有圣殿，形成在会堂中的敬拜，
塑造以色列人在被掳外邦，保存敬拜跟生活的独特性。
2-9 是赞美的内容、原因，是平行句体裁中

非常整齐的排列，他们要赞美上帝…
4b 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
耶和华有恩惠 有怜悯 5b 他必永远记念他的约。
他必永远记念他的约

西奈之约

出卅四6a 耶和华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

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
有怜悯有恩典

诗篇会以这个做为立约的套语，让人想到上帝记念他的约…
诗篇会以这个做为立约的套语
让人想到上帝记念他的约
 这个群体能站在这边赞美上帝，是因为上帝记念他的约
 所意含着这个群体经历了什么？看见了什么？
以至于彼此呼吁要来赞美上帝

希伯来字母诗

结尾语…
10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
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
是一个智慧的劝勉，讲到敬畏耶和华，
是
个智慧的劝勉，讲到敬畏耶和华，
在赞美诗的当中，重新塑造这个群体 ─
成为有上帝的属性、满有智慧的人。
在全国性赞美诗当中我们可以在正典，
也就是在圣经、诗篇的编排当中，去体会 ─
 这些群体如何经历了历史当中上帝的作为
 一起共同在颂赞、赞美神的作为当中，
同时赋与这个群体有一个共同的意识、
共同的信仰的坚厚的基础

爱我们的耶稣，谢谢你，照你所应许的，
谢谢你 照你所应许的
当我们懂得查考你的作为，就越发的要来赞美你
 当我们懂得赞美你的时刻，彷佛从荣光到荣光
当我们懂得赞美你的时刻 彷佛从荣光到荣光
你改变我们、你更新我们，使我们更像你

祷告



在卷五的全国性赞美诗当中真实体会 ─
 我们会经历失败软弱、会经历到你的审判，
但是却是带来了洁净
 使我们转向你的时刻，仍然借着赞美
高举你的宝座，使属你的百姓反映你的荣美
谢谢主，帮助我们在诗篇的诵读当中，
来塑造我们成为一群像你、属你的百姓。
来
成
群像你 属你

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