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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萨的诗 

• 十二篇亚萨的诗(与可拉的诗主要讲圣殿不同，这主要讲圣民) 
– 第二卷（1/31)：50 

– 第三卷（11/17）：73，74，75，76，77，78，79，80，81，82，83。 

• 亚萨何许人也？ 
 利未人，在约柜前事奉、颂扬、称谢、赞美耶和华神（代上16:4） 

 是以上一群人中为首的（代上16:5a） 

 其他人鼓瑟弹琴，惟有亚萨敲钹（代上16:5b） 

 是大衛初次以詩歌贊美耶和華時，所用的重要人員代上16：7－36。  

 聖殿建成後，他是王所派的三個詩班領袖之一（亞薩、希幔、耶杜頓）。代上25：1  

 他有四個兒子，都歸他指揮，遵王的旨意唱歌。代上25：2。  

 希西家王復興聖殿時，吩咐人用大衛和亞薩之詩歌贊美神，幷稱他爲先見。代下29：
30。  

 尼希米回國重建聖城聖殿時，仍提到大衛和亞薩之詩贊美神。尼12：46。  

 亞薩”原文意義是收聚者Coll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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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问”的诗 

有的是质疑，有的是试探，有的是不解，有的是赞叹 

• 诗77：三个“难道”(v7-9)，一个“何”(v13) 

• 诗78：三个“岂能”或“还能”（v19-20） 

• 诗79：这到几时呢？到永远吗？。。（v5） 

• 诗80：到几时呢？（v4） 

• 诗85：三个“吗”（v5-6） 

• 诗88：六个“吗”（v10-12）,两个“为何”（v14） 

• 诗89 

– 两个“呢”（v6）和一个“哪”（v8） 

– 五个“呢”（v46-49）和一个“吗”（v56） 

• 诗90: 两个“谁”和一个“呢”（v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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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76-90章主题 
章    主题 

76. 雅各的神之能力（威荣），愤怒荣美，颂赞雅各之神的威荣和可畏 

77. 悲伤心灵得安慰，患难时追思神心得安慰，夜间的歌唱（“难
道”），呼求神记念选民（生命的转弯） 

78. 千万不要忘记神的作为，述选民违逆及神的恩典，古时的谜语（试
探神），回顾选民的顽梗及神的恩慈 

79. 诗人求神审判毁坏耶路撒冷的外邦人，哀诉耶路撒冷屠毁之苦并望
神以大能救援，哀圣城（亚萨哀歌） 

80. 诗人求神眷顾祂的葡萄树，求主复兴眷顾子民，要到几时呢？选民
遭难求神怜恤 

81. 庆祝耶和华拯救的节日，颂赞神之宏恩，每逢佳节倍思神，歌颂神
的宏恩哀叹选民刚愎 

82. 诗人求神起来审判世界，严责不公平的审判，神的权能和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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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求神拯救将亡的百姓，求神消灭四周的仇敌，十国联盟，外
邦人谋害神的选民求神审判， 

84. 诗人渴想耶和华的院宇，住在神的殿中便为有福，爱神殿宇 

85. 雅各蒙神施恩看顾，求耶和华施恩其民，求神止怒，求神赦
免百姓的罪孽 

86. 向慈爱的神求怜悯，一个虔诚人的祈祷，神的良善，困苦之
时的祈求 

87. 锡安的荣美，锡安民的福源（福分），神的城（锡安颂） 

88. 面对黑暗死亡的祷告，濒死求主眷顾，急难时求神眷顾 

89. 诗人求神纪念大卫之约的祷告，歌颂耶和华的慈爱诚实，大
卫的约（神的信实），歌颂耶和华与大卫所立的约 

90. 智慧的人生，颂主恩永久不易叹人生转瞬即逝，人生之诗，
摩西的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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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76-90章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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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诗分享1  
诗篇77: 生命的转弯 （from空中圣经学院吴宪章牧师-诗歌智慧书概论） 

• 分段：三个“手”(V2, V10, V20) 

• 可以帮助忧郁症走出来，人生的道路并非直的，上帝似乎离他越来越远 

• 再弯曲的人生路也会走出来；不要让思想沦陷（捆绑）在过去失败的回忆中 

• 地狱的门口贴着牌子说“进入的人必须要放弃希望” 

• 神只有一个儿子不犯罪（sin），但没有一个不受苦（suffer） 

 

 V2 在夜间举手祷告 
接下来出现7次“不” 

V3烦躁不安，沉吟
悲伤，心里发昏 

V4不能闭眼，烦躁
不安，不能说话 

V5-6扪心自问，
仔细省察？ 

V7-9三个“难道”怀疑 

V10 至高者显
出右手之年代 

V11提说神的所行的
和纪念祂的奇事 

V12思想你的经营和
默想祂的作为 

V13-14 神的作为洁
净，独行奇事 

V15-19 神救赎
的大能 

V20 摩西和亚伦的
手引导百姓 只有长高一点的人才会

看得远一些（V10），
如摩西上西奈山长高 

不往上看的人就会变矮； 

多变的时代寻求不变得
定律（神） 

生命转弯的人去帮助别
人去转弯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IT_I317b1I


读诗分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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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88: 与其他诗篇不同，没有一个“正面”“积极”的结尾 (Light and Darkness) 

• “假如我不能面对黑暗，其他诗篇的光辉也无法闪耀” from A true testimony: 

– Martin Marty (a Lutheran theology professor) described to me the beautiful routine that he and 
his first wife had when she was terminally ill: 

– I’d get up with her at midnight when she took her medication and we would read the Psalms.  I 
would read the even Psalms and she would read the odd Psalms.  I skipped 88 and she caught 
me.  She said, “Why did you skip Psalm 88?  

– He replied, “I just didn’t think that you were up to it tonight; I thought the message was too dark, 
too bleak.”  (because he thought it would be agonizing for his wife, who knew she was dying, to 
hear the Psalmist’s cold description of God not being present with anyone in the grave) 

– “Go back and read it,” she said. “If I don’t deal with the darkness, the others won’t shine out.” 
(she called him out on it, and ultimately taught him that there is beauty in the stark realism and 
despair of this difficult piece of scripture) “If you don’t pray the rough ones, the other ones 
don’t mean anything.” 

– God can handle it. Voice your pain.  
 

 

 



以心灵来读圣经 

• 前面是：导读圣经 

• 现在要：祷读圣经 

– 预备：以一首诗歌（如《擘开生命之饼》）来
预备，求神开启我们心里的眼睛 

– 诵读：以聆听的灵来读 

– 默想：反复思想所“听见的” 

– 祈祷：以祷告回应所听见的 

– 默观：默观自己将如何活出经文，即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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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经力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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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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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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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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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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