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旧约的约沙法王被亚兰攻击，
大军队以经到达隐基底。

他心里很惧怕，
就定意寻求耶和华，
还在全国宣告禁食。

结果神回应 :



历代志下 20:15

犹大众人、耶路撒冷的居民，
和约沙法王，你们请听。
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

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惶；
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

乃在乎神。



历代志下 20:21

约沙法既与民商议了，
就设立歌唱的人，

颂赞耶和华，
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
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说：

当称谢耶和华，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贴撒罗尼迦前书 5:18

凡事谢恩；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

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赞美诗歌充满喜乐和欢欣

感恩的歌词强调喜乐的原因



赞美和崇拜：

诗篇 111
44:4-8
95:1-6
92:1-4



赞美和崇拜：诗篇 111:1-4

1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我要在正直人的大会中，

并公会中，一心称谢耶和华。
2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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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他行了奇事，使人记念；
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



赞美和崇拜：诗篇 111:5-8

5他赐粮食给敬畏他的人；
他必永远记念他的约。

6他向百姓显出大能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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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是永永远远坚定的，
是按诚实正直设立的。



赞美和崇拜：诗篇 111:9-10

9他向百姓施行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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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
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



赞美和崇拜：诗篇 44:4-8

4神啊，你是我的王；
求你出令使雅各得胜。

5我们靠你要推倒我们的敌人，
靠你的名要践踏那起来攻击我们的人。

6因为，我必不靠我的弓；
我的刀也不能使我得胜。

7惟你救了我们脱离敌人，
使恨我们的人羞愧。

8我们终日因神夸耀，
还要永远称谢你的名。（细拉）



赞美和崇拜：诗篇 95:1-6
1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

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
2我们要来感谢他，
用诗歌向他欢呼！

3因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
超乎万神之上。

4地的深处在他手中；
山的高峰也属他。

5海洋属他，是他造的；
旱地也是他手造成的。

6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
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



感恩和赞美

诗篇 92:1-4



感恩和赞美：诗篇 92:1-4

1称谢耶和华！
歌颂你至高者的名！

2-3用十弦的乐器和瑟，
用琴弹幽雅的声音，
早晨传扬你的慈爱；

每夜传扬你的信实。这本为美事。
4因你 ─ 耶和华藉着你的作为

叫我高兴，
我要因你手的工作欢呼。



利未记23:1-4

称谢耶和华！
歌颂你至高者的名！
用十弦的乐器和瑟，
用琴弹幽雅的声音，
早晨传扬你的慈爱；
每夜传扬你的信实。

这本为美事。
因你 ─ 耶和华藉着

你的作为叫我高兴，
我要因你手的工作欢呼。



患难时的赞美和感恩诗歌

诗篇 69:29-34
50:14-15
30 :3-4 
57:4, 9-11
28
138



感恩和赞美：诗篇 69:29-34
29但我是困苦忧伤的；

神啊，愿你的救恩将我安置在高处。
30我要以诗歌赞美神的名，

以感谢称他为大！
31这便叫耶和华喜悦，胜似献牛，

或是献有角有蹄的公牛。
32谦卑的人看见了就喜乐；

寻求神的人，愿你们的心苏醒。
33因为耶和华听了穷乏人，

不藐视被囚的人。
34愿天和地、洋海和其中一切

的动物都赞美他！



在患难时的感恩：诗篇 50:14-15

14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
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
15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
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



患难时赞美：诗篇 30:3-4

耶和华啊，
你曾把我的灵魂
从阴间救上来，

使我存活，不至於下坑。
耶和华的圣民哪，
你们要歌颂他，

称赞他可记念的圣名。



患难时赞美：诗篇 57:4

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
我躺卧在性如烈火

的世人当中。
他们的牙齿是枪、箭；
他们的舌头是快刀。



患难时赞美：诗篇 57:9-11

主啊，
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

在列邦中歌颂你！
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

你的诚实达到穹苍。
神啊，

愿你崇高过於诸天！
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



患难时赞美：诗篇 28:1-2

耶和华啊，我要求告你！
我的磐石啊，不要向我缄默！

倘若你向我闭口，
我就如将死的人一样。

我呼求你，
向你至圣所举手的时候，
求你垂听我恳求的声音！



患难时赞美：诗篇 28:6-7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
因为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盾牌；

我心里倚靠他就得帮助。
所以我心中欢乐，

我必用诗歌颂赞他。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 
因他本为善”诗歌

诗篇 106:1-3，47-48
107:1-3
118:1-9, 19-29
136



这些诗歌重负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 

因他本为善

诗篇136：每节的回应是这句赞美
的话

旧约里也有其他的历史事件应用
这句赞美的话。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诗歌：诗篇 106:1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要称谢耶和华，
因他本为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诗歌：诗篇 106:47-48

耶和华 ─ 我们的神啊，
求你拯救我们，从外邦中招聚
我们，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

以赞美你为夸胜。
耶和华 ─ 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
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

愿众民都说：
阿们！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诗歌：诗篇 107:1-3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
因他本为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愿耶和华的赎民说这话，

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
从各地，从东从西，从南从北，

所招聚来的。



以斯拉记 3:10

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
祭司皆穿礼服吹号，

亚萨的子孙利未人敲钹，
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

都站着赞美耶和华。



以斯拉记 3:11

他们彼此唱和，
赞美称谢耶和华说：

他本为善，
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
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

众民大声呼喊，
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



诗篇 118:1-4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
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愿以色列说：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愿亚伦的家说：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愿敬畏耶和华的说：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诗篇

的五本书
1-2章：整卷诗篇的序言

3-41章 阿们！阿们！
42-72章 阿们！阿们！
73-89章 阿们！阿们！
90-106章 阿们！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107-150章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诗篇的作者

亚萨， 可拉后裔，

希幔(和可拉后裔)， 以探

所罗门， 摩西， 不明作者



诗篇的分类

弥赛亚诗 咒骂诗，

上行诗歌， 锡安之歌

哈利路亚诗, 等等



诗篇的小註

插入语，细拉，希该央. . . .

对句法： 合成式对句法，
反义对句法 . . . .



历史诗歌

回顾以前，传给后代。



字母诗

119 章和其他 . . .
出现在119篇，形容神的话语

道路， 见证／法度，
命令， 话语， 训词，
律例， 判语，律法，

真理， 典章。



赞美诗

哈利路亚：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弥赛亚诗歌

歌词里有关主耶稣的预言



哀歌

诗人藉着诗歌表达他的
悲哀，伤痛。

群体性，个人性.



感恩诗歌

必有

悔改， 敬拜， 称谢



诗篇 100

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
你们当乐意事奉耶和华，

当来向他歌唱！
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
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

也是他草场的羊。
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
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

因为耶和华本为善。
他的慈爱存到永远；
他的信实直到万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