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經中的詩歌

摩西五經

摩西五經，是以歷史來記載的，
講到人物、故事、情節發展；
在故事的記載當中，有幾首詩歌，
裏面都有一些重要相關的主題，
把摩西五經神學思想，藉著這些詩歌顯明出來。

第三十四課 五經中的詩歌
10 秒後自動播放

播映操作小技術：滑鼠 click 各位置

¾ 創世記第三章十五節 ─ 原始的福音
¾ 創世記四十九章 ─
雅各臨終為十二個支派祝福禱告
¾ 民數記二十三、二十四章 ─
巴蘭的詩歌，雅各之星的預言
¾ 申命記三十三章 ─
摩西臨終為十二個支派祝福禱告

畫面右上角
切換全螢幕

目前播映片號 / 總片數

課程綱要，可指定播映片號內容
前後換片、暫停

目前時間 / 總播映時間

五經中的詩歌
詩歌在摩西五經的記載的次序，大概都是
前面有一個敘事 ─ Narrative
然後有一首詩歌 ─ Poetry
後面有一個結語 ─ Epilogue
新標準點符號的聖經，
都是把詩歌體裁用另外的方式來排列，
每一行都比較短一點，
很容易就可以分出來。
摩西五經有哪些故事？
分成哪些段落、又有詩歌來作為總結？
這邊特別列出七個段落。

1.

創造的故事

敘事

創世記第一章到第二章 ─

上帝創造了夏娃，把她帶到亞當的面前

詩歌 亞當就作起詩歌
那人說：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可以稱她為「女人」，
因為她是從「男人」身上取出來的。

創二23

結語
因此，人要離開父母，
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
當時夫妻二人赤身露體，並不羞恥。

創二24-25

2.

墮落的故事

敘事

創世記第三章第一節到十四節

詩歌

十五節到十七節

─
耶和華宣告，對女人、蛇、亞當，懲罰的話語。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為仇；
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彼此為仇。
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你要傷他的腳跟。

創三15

4.

挪亞一家八口進入方舟得到拯救；
挪亞出了方舟以後，酒醉了…

詩歌 酒醒以後、作起詩歌來，講到有關他的後裔
將來要發生的事情；一段是預言：
迦南當受咒詛，必給他弟兄作奴僕的奴僕；
耶和華 ─ 閃的神是應當稱頌的！願迦南作閃的奴僕。

九25-26

願神使雅弗擴張，使他住在
閃的帳棚裡；又願迦南作他的奴僕。

九27

─
上帝把亞當跟夏娃趕逐離開伊甸園。

列祖的故事

創世記十二章到四十八章

─ 雅各臨終為十二個兒子祝福禱告
祝福禱告。
猶大的祝福，要超過他一切的兄弟…

迦南即使受到咒詛，在耶和華的帳幕裏得到神的賜福。

5.

敘事

後裔
圭必不離猶大，杖必不離他兩腳之間，
直等細羅來到，萬民都必歸順。
權柄屬於他的那一位
猶大的後裔要產生君王，他要得勝、萬民都必歸順。
五十章

─ 雅各過世了，安葬在列祖之地、回到應許之地；
約瑟也過世了，棺材留在埃及，
留遺命給以色列百姓：
「當上帝成就了應許，把你們帶領脫離埃及，
你們要把我的骸骨帶回去，安葬在應許之地。」

出埃及的故事
出埃及記一到十四章 ─ 經歷十災，

上帝大能的膀臂拯救他們脫離埃及的奴役。

四十九章

創四九10

結語

另一段是禱告：

十八節到二十四節

敘事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約瑟
詩歌

創世記第六章到第九章

，
敘事 上帝用洪水毀滅全地，吩咐挪亞造方舟，

女人的後裔最後完全的得勝，
= 最原始的福音
= 上帝有關於女人的後裔最開始的應許

結語

挪亞的故事

3.

詩歌

─ 摩西帶領以色列百姓過了大海，
帶領眾人在海邊用詩歌來讚美神，

十五章

¾ 前半，記念上帝拯救百姓、打敗仇敵
讓埃及軍隊像鉛塊一樣沉在水底
¾ 後半，耶和華拯救祂的百姓目的是要
建造聖殿 ─ 拯救的中心、敬拜的中心
出十五18

耶和華必作王，直到永永遠遠！

這是祂拯救以色列民、建立聖所，重要的目的。

結語 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來到西奈山，
在那裏建造會幕，就是聖所 ─ 耶和華作王的地方。

6.

敘事

西奈曠野的故事

摩西的遺命

7.

出埃及記十九章到民數記二十章 ─

敘事 整個申命記，摩西敘述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後的歷史，
他們準備進入應許之地的律法規定。

曠野旅程的結束在摩押地。

詩歌

─ 四首巴蘭的詩歌，
講到以色列民的過去、現在、將來。

民數記二十二到二十四章

詩歌

第四首詩歌，有一個雅各之星要興起，

─ 將來會發生的事情，摩西凱歌
三十三章 ─ 摩西以大家長的身分，
對以色列百姓十二個支派個別預言。
三十二章

= 他要打破以色列周圍這些國家，
是上帝的刑罰，要完全的得勝
= 預言耶穌出生的時候，有天上的星顯現，
東方的博士看見了，就來拜這位
生下來作猶太人之王的雅各之星

結語

民數記二十五章到結束

─ 曠野故事的結尾

有三首詩歌，都有一些共同點
1. 詩歌的原作者就是發言人，他邀請人來聽講
¾
¾
¾

─ 雅各聚集他十二個兒子
民數記二十四章 ─ 巴蘭主動對摩押王巴勒講論
申命記三十三章 ─ 摩西招聚以色列十二個支派
創世記四十九章

2. 都是講日後要發生的事情，In the end of days
末時 ─ 指到遙遠將來的事情。
3. 預言將來要來的君王，
要帶領以色列百姓經歷得勝、繁榮，
把上帝的計畫帶到人類的當中；
作者藉著這些詩歌貫穿摩西五經的大結構，
就是後來有關彌賽亞君王的雛型。

申卅三5

耶和華在耶書崙中為王。

正直者 → 以色列民，
上帝所揀選的正直者。
耶和華要在以色列民當中來作王。

結語

三十四章

─ 摩西過世了，把摩西五經作了一個總結。

君王 ‧人的後裔 ‧耶和華作王直到永遠
摩西五經講到君王，好像兩條線並行發展，
然後到申命記做一個結合。

君王，人的後裔。
─ 被稱作是女人的後裔…
創世記裏一直看到，女人在產生後裔上受到攔阻，
創世記第三章

夏娃就懷孕，生了該隱，便說：
「耶和華使我得了一個男子。」

創四1

¾ 亞伯拉罕一百歲的時候，才得到他的兒子
¾ 以撒好像一直有困難，後來生了雙胞胎
¾ 雅各雖然有兩房的妻妾，
每一次生孩子都還是遇到一些難處
是耶和華自己讓這個事情得到成就。

君王 ‧人的後裔 ‧耶和華作王直到永遠
君王的應許，藉著亞伯拉罕、雅各、猶大傳遞下來。
¾ 創世記十七章 ─ 是上帝第一次正式的啟示給亞伯拉罕，
z「你的後裔要眾多，君王要從你的後裔裏產生」
z 對撒拉，再一次重複這預言，表明必定要實現
¾ 創世記三十五章 ─ 傳遞給了雅各
¾ 雅各的後裔裏，流便、西緬、利未，失去這樣的福氣，
第四個兒子猶大得到這樣的福氣，
z 雅各眾兒子都要來敬拜他、讚美他
z 猶大的後裔世世代代坐在寶座上，
不但得勝，而且要帶來繁榮跟昌盛
¾ 民數記二十四章 ─ 巴蘭的詩歌，
「雅各之星要從以色列人中間產生出來」，
再一次做了一個印證

君王

‧人的後裔 ‧耶和華作王直到永遠

地上的君王，難免會有不能夠完全合乎神心意的地方，
詩篇八十九篇 ─ 大衛的後裔作君王，卻讓人失望，
耶和華把他廢棄了。
耶和華自己卻要來成為真正拯救人類的彌賽亞君王。
─ 耶和華自己來作王，
帶來以色列民一個全新的盼望。

詩篇九十篇到一百篇

一直等到耶穌基督的時候，
神的兒子耶穌道成肉身來到地上，
成為人類的救主、所盼望的彌賽亞君王，
真正的實現；
藉此，把摩西五經作一個最圓滿的總結。

君王

‧人的後裔 ‧耶和華作王直到永遠

另外一條線中間插進來，然後繼續發展…
出十五18

耶和華必作王，直到永永遠遠！

上帝拯救、接受人的敬拜、作王，
耶和華自己在以色列人中間作王、直到永遠。
民廿三21

有歡呼王的聲音在他們中間。

耶和華在以色列中間接受他們的歡呼。
¾ 不是單單亞伯拉罕、雅各、猶大後裔作王
¾ 是耶和華自己在以色列中間作王
申卅三5

耶和華在耶書崙中為王。

耶和華在以色列人中間作王。

到申命記，
兩股線合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