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智慧書是一種很特別的文體，

實用釋經學

第三十課…

詩篇：以色列人和我們的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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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為詩歌智慧書
 舊約聖經中有三分之一都是詩歌的體裁，
在希伯來文當中是一種平行句的體裁、特殊的文體


在舊約聖經中其他的經文都是上帝對人說，
詩篇卻是人向神的祈禱集或是感想集…
詩人懂得用這樣的方式向神來禱告，
以及在祈禱背後的信念當中有一個隱含的意義 ─
帝先前的啟示跟曉諭
們 道跟神的關係是 何
上帝先前的啟示跟曉諭，他們知道跟神的關係是如何，
這就是所謂的前述神學。
上帝先前的啟示與曉諭大部分在摩西五經當中，
詩人跟神有一個特別的關係
 向神的禱告、感想、埋怨、認罪的禱文當中，
讓我們認識人跟神、神跟人之間，可以有這樣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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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七三25 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誰呢？

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沒有所愛慕的。
為什麼詩人知道神跟他之間有這麼親密的關係﹖
為什麼詩
道神
有這麼親密 關
答案在十誡第一誡，
上帝親自曉諭說 ─ 除我以外不可有別神，
背後隱含的意義 ─ 只有耶和華神
是拯 祂的
是拯救祂的百姓脫離埃及為奴之家的。
離埃 為
家的
詩篇七三篇 亞薩的禱告，是很典型的從解經到釋經，

亞薩是主前
薩
前 1000 年的人物，所認識的
年的
認識的
 在主前 1400 年上帝親自曉諭
「除我以外不可有別神」
 在亞薩的生命面臨困境的當下，
他回應神說︰是的上帝…

他的禱文反應出在信仰跟現實之間所產生的疑惑，
 他內在因為看見人做惡而產生的心懷不平
他內在因為看見人做惡而產生的 懷不平
 他深深知道上帝在意、疼惜他，
他向上帝表明了自己心內的困惑
向 帝表明 自
內
惑
整個的禱告當中結論有一個高潮，他說，
是的，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誰呢？
有
近乎一首情歌，跟神唱出他裡面向神的愛慕跟渴望。
這是每一個基督徒，詩篇做為一個祈禱手冊，
讓我們可以搭著詩人的便車 ─
 他所認識的上帝如何影響他
 在生命不同的處境中，
在生命不同的處境中
可以不斷的向上帝仰望、呼求
這是在閱讀舊約聖經的詩篇當中，
我們可以讀到詩人跟神之間的信念跟關係。

詩歌體裁往往比敘事文體、散文來的簡潔，
主要傳遞在情感 信仰經歷中所要表達的東西
主要傳遞在情感、信仰經歷中所要表達的東西，
 並不是資訊性的教義
 偶爾有打破散文所必須遵循的邏輯、文法
偶爾有打破散文所必須遵循的邏輯 文法
詩八四11a 因為耶和華神是日頭，是盾牌。

是一種隱諭…
 不會因這經文就說 ─ 以色列人拜太陽神、拜盾牌
色列人拜太陽神 拜盾牌
 乃是講述耶和華神跟詩人的關係，
 以日頭講述上帝的供應
以日頭講述上帝的供應，那樣的溫煦、真實
那樣的溫煦 真實
 盾牌表達他所經歷過上帝的保護，
他就全力以赴的面對敵人 去爭戰
他就全力以赴的面對敵人、去爭戰，
而不需要費一大半的功夫來自我保護
詩人在他的心目當中，是非常有安全感的
在詩歌體裁裡面會描述情感、信仰的經歷。

詩歌的體裁比散文更注重音韻節奏，
具有音樂性、能夠吟唱的，
具有音樂性
能夠吟唱的
 在一些禮儀裡頭、敬拜當中、聖殿面前，
表
表達非常豐富的情感性、音韻性
常豐富 情
音
 在知性之外，更加進了
感官、情感、豐富的想像層面
在讀詩篇的時候，著重詩人經驗的再現，
在讀詩篇的時候
著重詩人經驗的再現
不只是在陳述、做見證，
 作者要傳遞原本自己跟神的經歷，
作者要傳遞原本自己跟神的經歷
邀請他的讀者一起來經歷
 在群體的敬拜中會產生共鳴與交流，
在群體的敬拜中會產生共鳴與交流
是非常豐富的語言文學、具有美感
其中有 些修辭 可以學習去欣賞
其中有一些修辭，可以學習去欣賞…

賽四十6b 凡有血氣的盡都如草。

先知也會像詩人一樣描述…
 這是明諭，表達出內在空虛無助的感受
 詩歌體裁中表達的東西有一些象徵性的 ─
用文字所鋪排的一種圖畫式的語言，
圖畫
表達出詩人濃濃的情感、所經歷過的上帝
詩廿三1a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

描述耶和華神跟我的關係
描述耶和華神跟我的關係…

所經歷過的是上帝的保護 眷顧 帶領
所經歷過的是上帝的保護、眷顧、帶領，
不是從別處聽來的，是他自己所經歷的
 被神引導、保護、看顧，內在的平靜、滿足、安全感
被神引導 保護 看顧 內在的平靜 滿足 安全感


研讀詩篇，必須穿越這種修詞叢林，
 作者運用象徵、想像的文體，傳遞出來
 邀請讀者與他一起來經歷這麼美好的上帝

詩篇是一個詩歌的集合，一共有五卷，
會讀到各種不同類型的詩歌 ─
哀歌、讚美詩、悔罪詩、詠史詩、咒詛詩。
在 些不同類型的詩歌體裁當中
在一些不同類型的詩歌體裁當中，
留意詩人經歷了什麼？
共同信仰群體 歷 當中
共同信仰群體的歷史當中，又經歷了什麼？
歷
麼
在研讀詩篇當中，可以從結構來看一篇詩，
在研讀詩篇當中
可以從結構來看 篇詩
而不是把一些喜歡的經文抄下來、記憶背誦而已，
譬如亞薩的詩稱頌上帝說
譬如亞薩的詩稱頌
帝說 ─
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誰呢？
 我們可以把這個詩篇記憶背誦下來
 可是常常會變得高不可攀 ─
我們跟神之間的差距好像是天差地這麼遠
我們跟神之間的差距好像是天差地這麼遠，
亞薩是怎麼可能達到這個境地的…

每一篇詩篇都有他本身結構的存在，以 七三篇 為例…
亞薩的信心不是 下子就躍昇到這麼高
亞薩的信心不是一下子就躍昇到這麼高，
可以用三個修辭「實在」，讀出三個段落，
詩人踏著 個信 步伐的階梯
詩人踏著三個信心步伐的階梯，一步一步走向上帝。
步 步走向上帝
01 神實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

詩篇展現出信仰是一個過程，
信仰不是只是一個答案、不是只是一個教條
信仰不是只是
個答案 不是只是 個教條
 我們知道遇見困難要禱告、
信心軟弱我們要禱告，
信心軟弱我們要禱告
詩篇卻讓我們看見 ─ 要怎麼禱告…


亞薩信仰的宣告
13 我實在徒然潔淨了我的心，徒然洗手表明無辜。
信仰跟現實之間的落差，亞薩選擇去敬拜上帝
17 等我進了神的聖所，思想他們的結局。
沒有因為差距就不信了，他跟神有一個默契
18 你實在把他們安在滑地，使他們掉在沉淪之中。

而在這個信仰歷程裡面，我們可以看
 詩人用了那些修辭平行語句來描述
 他跟神的關係
 自己在神跟前信仰真實的情境
 從修辭、結構、平行句、前述神學，
讓我
讓我們知道詩人是從那裡認識他的上帝
詩
那
帝

亞薩的眼目改變了，不再是只看著那些惡人，
敬拜之後向神產生熾熱而誠實的愛慕…
詩人信心的跨越，從整篇詩篇的結構，看到信仰的階梯。

詩篇的歷史背景
1 可以看「題言」，在每一篇詩第一節之前，
1.
可以看「題言
在每 篇詩第 節之前
 中文聖經是印刷成為比較小的字體，
有時題言太長，原文聖經是把題言就當做第一節，
時
根據題言，會讀到詩篇的一些歷史背景
 詩篇一共 150 篇，題言有 13 篇是關於歷史源起，
都是跟大衛生平有關，大部分在卷一
2. 詠史詩大概講述著那一段歷史，內文可以揣模歷史背景
3. 可以根據詩篇是屬於第幾卷
 一共五卷隨著以色列的歷史收錄而長成，
最後成書很可能是在以斯拉 尼希米
最後成書很可能是在以斯拉、尼希米
帶領百姓被擄歸回之後成書的，
集結成詩篇的卷五
 每一卷詩篇的結尾語會看出這個記號

這是我們在讀詩篇的解經與釋經的當中，
可以用這些的方法，
來剖悉所讀過的每一類型的詩篇。

卷一大部分都是大衛時期所收錄的，
大衛為著建造聖殿而預備了所有的材料，
大衛為著建造聖殿而預備了所有的材料
自己是以色列的美歌者
 所羅門建殿完畢之後，立刻就有詩班吟唱著
所羅門建殿完畢之後 立刻就有詩班吟唱著
大衛的詩歌進行獻殿的禮拜


卷 、卷三
卷二
卷 是主前第八世紀希西家跟約西亞時期，
都是復興的君王、帶領聖殿的改革、更新聖殿的敬拜，
收錄了非常多可拉的詩、亞薩的詩等等

卷四、卷五是以斯拉、尼希米帶領百姓歸回、重建聖殿，
在獻殿禮當中，把被擄歸回的時期
所有散落民間的詩歌再次集結起來，
豐富了在聖殿前的敬拜
我們可以用這樣的角度來了解詩篇可能有的歷史背景，
幫助在解經中了解，以色列人是如何在上帝面前禱告的。

親愛的耶穌，謝謝你，

禱告

你邀請每一個人，就是到你的跟前，你應許說 ─
叩門的就給我們開門 尋找的就必尋見
叩門的就給我們開門，尋找的就必尋見。
在旅世的日子當中有太多的事件、人物，
似乎會成為我們生命的絆腳石，
讓我們看不清楚你自己的作為；
但是感謝你，在這許多不同類型的詩篇當中，
看見詩人的困惑、掙扎，甚至信心的軟弱，
詩
他們都可以來禱告，
照你所應許的他們都尋求到你了！
 幫助我們，讓我們懂得跟著詩人的腳步、
踏著他們禱告的翅膀 與他們 起飛身到你的跟前
踏著他們禱告的翅膀，與他們一起飛身到你的跟前
 幫助我們，在研讀詩篇當中，讓我們與你的關係是更親密的

垂聽我們的禱告 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 阿們。
垂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