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CIC.NV July 19， 2020



没有赞美的生命不是真正的生命。赞美不赞美
有天壤之别，就好像活人与死人的不同。凡有
生命的地方必定有赞美的声音；赞美神，如
向神祷告，表示仍然活着。赞美耶和华是必然
的，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

Claus Wester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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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30-31

大卫

神啊，你是我的神。
我心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
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

我在床上记念你，
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
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
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

（63：1, 5-6）

14 神啊，
你是拯救我的 神；
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
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

15 主啊，
求你使我嘴唇张开，
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

（51：14-15）



神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

➢ 哪里有赞美，神的宝座就设在哪里
➢ 神藉着我们的赞美坐宝座，掌王权，仇敌就被驱赶

➢ 当神儿女发出赞美的时候，显明对他王权的尊崇
➢ 神要住在赞美者的中间，彰显他的荣耀
➢ 让我们心意更新，越来越像主



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



课程的简介和目的

赞美是诗篇主旋律
➢整本圣经有145句经文出现“赞美”, 86句在诗篇中。
➢诗篇的五卷诗集都是以赞美作结束 (41,72,98,106,150)
➢赞美是诗篇的两大支柱之一(尤其诗卷四和卷五）。

赞美诗篇解析
➢结构
➢如何赞美耶和华

➢因神独有的属性赞美神
➢因神的作为赞美神
➢因神的创造赞美神
➢因神的眷顾赞美神

➢如何在困境中赞美神



思考和分享

✓我们为什么要赞美耶和华？
✓如何让赞美成为我们每天祷告的命脉，生命的呼吸？



我们要敬拜赞美耶和华！

诗篇的
五卷书

主题 最后的诗句

1-41 人与创造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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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72 救拔与救赎 18 独行奇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 是应当称颂的！
19 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直到永远。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
阿们！阿们！

73-89 敬拜与圣所 52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远。
阿们！阿们！

90-106 旷野与神的作为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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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50 神的话语与赞美 6 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诗篇（Tehillim，赞美）的两大支柱之一

赞美

哀歌

诗
篇
的
内
在
动
力

➢是整本诗篇向前迈进的一个目标
➢融汇在整本诗篇中

➢结合了信靠的话语、赞美的誓愿
➢朝着赞美神的方向推进



赞美诗113的结构解析

113
1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哪，你们要赞美，赞美耶和华的名！
2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
3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
4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
5谁像耶和华 ─ 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
6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
7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
8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
9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为多子的乐母。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113：1-9）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赞美的呼吁 ➢赞美的原因 ➢赞美的再呼吁
1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耶和华的仆人哪，你
们要赞美，赞美耶和
华的名！
2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
称颂的，从今时直到
永远！
3 从日出之地到日落
之处，耶和华的名是
应当赞美的！

（113：1-3）

4 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
他的荣耀高过诸天。

5谁像耶和华—我们的 神呢？

他坐在至高之处，

6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

7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

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

8使他们与王子同坐，

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

9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

为多子的乐母。

113：4-9a）

9b 你们要

赞美耶和华！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4 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
他的荣耀高过诸天。

5谁像耶和华—我们的 神呢？

他坐在至高之处，

6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

7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

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

8使他们与王子同坐，

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

9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

为多子的乐母。

113：4-9a）

超乎

高过

荣耀 看顾

观看

抬举

提拔

恩典

与
王
子
同
坐

福气

安居

赞美耶和华



耶和华配得赞美！

➢因神独有的属性赞美神
1. 普天下当 耶和华欢呼！
2. 你们 乐意事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
3. 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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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称谢进入他的门；
赞美进入他的院。
感谢他，
称颂他的名！

5. 因为
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
他的信实直到万代。

诗篇 100:1-5

1. 耶和华是 神
2. 耶和华本为善
3. 耶和华的慈爱存到永远
4. 耶和华的信实直到万代

1. 我们是他造的
2. 我们是属他的
3. 我们是他的民
4. 我们是他草场的羊

1. 我们当乐意侍奉
2. 我们当向他歌唱
3. 我们当晓得他是神
4. 我们称谢、赞美、感谢



耶和华是得胜的君王！

➢因神的作为赞美神
1. 万民哪，你们都要拍掌！要用夸胜的声音向 神呼喊！
2. 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
3. 他叫万民服在我们以下，又叫列邦服在我们脚下。
4. 他为我们选择产业，就是他所爱之雅各的荣耀。
5. （细拉）神上升，有喊声相送；耶和华上升，有角声

相送。
6. 你们要向 神歌颂，歌颂！向我们王歌颂，歌颂！
7. 因为 神是全地的王；你们要用悟性歌颂。
8. 神作王治理万国；神坐在他的圣宝座上。
9. 列邦的君王聚集要作亚伯拉罕之神的民。

因为世界的盾牌是属神的；他为至高！

诗篇 47:1-9



耶和华是宇宙的创造者和主宰！

➢因神的创造赞美神

136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 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2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3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4称谢那独行大奇事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5称谢那用智慧造天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6称谢那铺地在水以上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7称谢那造成大光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8他造日头管白昼，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9他造月亮星宿管黑夜，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诗篇136:1-9



耶和华是宇宙的创造者和主宰！

➢因神的眷顾大地赞美神

65
9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神的河满了水；你
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
10你浇透地的犁沟，润平犁脊，降甘霖，使地软和；其中发
长的，蒙你赐福。
11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
12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束腰；
13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

诗篇65：9-13





思一思，想一想

1. 在困境中，如何能睡一整夜的安稳觉？

2. 如何在艰难中，经历神为我们预备的喜乐？

3. 如何经历神的同在、或和神有亲密的关系？

4. 如何在艰难中，张开欢乐的嘴唇赞美神？



一生要赞美耶和华！诗篇 63:1-8

1. 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
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

2. 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
的荣耀。

3. 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

4. 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

5. 我在床上记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

6. 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
唇赞美你。

7. 因为你曾帮助我，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

8. 我心紧紧地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

大卫所关
注的：
1. 寻求
2. 渴慕
3. 切慕
4. 瞻仰
5. 颂赞
6. 举手
7. 纪念
8. 思想
9. 欢呼
10.跟随

神的大能和
荣耀：
1. 神的能力
2. 神的荣耀
3. 神的慈爱
4. 神的名
5. 神的帮助
6. 神的翅膀
7. 神的右手
8. 神的扶持

神啊，
你是我的神！



神啊，你是我的神！

1. 神啊，你是我的神，

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 ，

我渴想你；

我的心切慕你。

2. 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

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

3. 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

我的嘴唇要颂赞你。 (诗22:3)

4. 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

我要奉你的名举手。

在圣所中，瞻仰神

看见了神的能力和荣耀

内在关注点的转移

称颂神是一辈子的奉献

愿意顺服在耶和华神的名下

Seek
Thirst for
Long for

人生的旷野 = 没有方向，
一直打转

感觉背叛：
真心实意的付出被背叛

生存供应断绝



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

5. 我在床上记念你，

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

6. 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

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

7. 因为你曾帮助我，

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

8. 我心紧紧地跟随你；

你的右手扶持我。

夜间醒来，思想神、敬拜神

敬拜神的结果：灵里饱足了骨髓肥油
• 心被满满地滋润
• 嘴快乐发出赞美

信心的升华：
• 在神翅膀的荫下欢呼
• 心紧紧地跟随神
• 因为神的右手会抱着他



总结

➢赞美是融入每一个神子民血液中的一种自然流露。
➢赞美神以赞美为他的宝座，藉着他子民的赞美，
他要住在他的子民中间，在他们心中掌权

➢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先要将颂赞献给他，因为这是
神喜悦的
➢常常思想神的大能和荣耀、神的爱、神的信实、使我们的
嘴唇向神发出赞美。
➢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我们的心必尊神为大，愿意顺服在
神的面前
➢以大卫为榜样，在祷告中操练如何赞美神。



思一思，想一想
➢我们为什么要赞美耶和华？

➢赞美是神创造的原因，是救赎的目的，
➢赞美是荣耀神的途径，是人最大的本份
➢是神是以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22：3）

➢如何让赞美成为我们生活的旋律，生命的呼吸，尤其在
困境中，更要赞美神

➢在我们的生活中，也要以赞美为始为终，并贯串其中
➢我因你公义的典章一天七次赞美你。（119：164）
➢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34：1）

➢一个充满赞美的一生，必定是一个喜乐的、荣耀的，预尝天上和
来世的人生。没有赞美，会使人生变作沙漠和苦海一样，因为没
有喜乐的泉源和活泼的生命涌流在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