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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体、寓言、启示文体、比喻、预表，都是很特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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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体是每一个民族、每一种文字都有的，
希伯来文、希腊文有诗歌体
诗
 日本有俳句、英文有十四行诗
 中国有五言绝句、七言律诗、长诗


诗歌体是富描写性的，或者富情感性的，
诗歌体是富描写性的
或者富情感性的
诗歌体的表达，让人产生新的感觉。
通常读 首诗 脑筋就产生 幅图画
通常读一首诗，脑筋就产生一幅图画，
心灵有一个感受 ─
葡萄美酒夜光杯 欲饮琵琶马上催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就是不懂得意境的人，都觉得有个音律在，很美的感觉
诗歌体的特性大大不同，不可能照论说文、叙述文来读诗篇，
如果没有对诗歌体有了解，
如果没有对诗歌体有了解
当读圣经读到诗歌体的时候，会有错置的感觉。

直到今日，圣经在特殊文体，
还有很多人提出新的解释方法，
特别是中东的诗歌到底是怎么写的，
还有很多待开发之处…
 一千年前、五百年前、跟现在解释圣经，
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越到后来越知道怎么样解释圣经，
那是因为人类越认识神，越知道怎么解释圣经
所以我们只能用现在所有的知识、经验，
来更多的解释圣经；
必须承认，解释圣经、
或者神感动我们把圣经读出来，
或者神感动我们把圣经读出来
很多不是人类现在就能够达到的。

诗歌通常是人对神的回应，
作诗的人 心里面对那个处境 对神有 个回应
作诗的人，心里面对那个处境、对神有一个回应。
写诗的人情感是很丰富、很准确的，
悲哀的、欢喜的、赞美的、咒诅的 ─
 圣经怎会咒诅人？诗人呼吁、恳求上帝咒诅人
 那是一个人心的反应，不一定和神的心意相符，
如果不了解，读诗篇会觉得很奇怪
我们以为诗篇也是神对人的启示，不一定，
人虽然知道什么是对错 是非 应该 不应该
人虽然知道什么是对错、是非、应该、不应该，
但人的心情、情绪、情感，都不受理智控制 ─
 我们必须知道
我们必须知道一件事情
件事情 ─ 诗是用在人的身上，
诗是用在人的身上
是人的一个回应，是一个人真正的感受
诗
诗一定有个主要的诉求点
定有个主要的诉求点，描述有时候是很夸张的，
描述有时候是很夸张的
读叙述文、论说文，没有这种感觉，读诗歌就有这种感觉

诗篇十三篇大卫的诗交与伶长
1 2耶和华啊，
1-2
耶和华啊
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
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
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
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

神会忘记人吗？
 一个感觉 ─
时间太长了
时间太长了，
并不真实的


当一个人读诗篇，他就感觉…
 诗篇有一个中心的思想，不会大家都感觉一样的
诗篇有 个中心的思想 不会大家都感觉 样的
 会随着这个时候的心情，产生不一样的颜色、感受、情绪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写诗的人他有 个感受
写诗的人他有一个感受
 读诗的人另外有个感受 ─
 如果非常平静、笃定…众人皆醉我独醒
如果非常平静 笃定 众人皆醉我独醒
 当很孤单，群山竟然没有一只鸟，
这么多的路没有一个人…
这么多的路没有一个人


3-4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

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至死；
使我眼目光明
免得我沉睡至死；
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
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
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
5-6

沉睡会死吗？
沉睡会死吗
一直解释就错了
 求神看顾我，免得…
求神看顾我 免得


但我倚靠你的慈爱；

 但 ─ 改变
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
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

诗篇十三篇大卫的诗，基本有
大卫的诗，基本有一个背景，
个背景，

我们不一定能了解、能够查考到；
所以当我们读的时候，
只能抓到大卫的情感、情绪、想法。

问、求、靠，这是诗篇那个诗人真实的感受。

诗篇是不是我们读了就会懂呢？不一定，
有些读了不懂的 有些是后来才懂的
有些读了不懂的，有些是后来才懂的，
有的是到新约的时候突然懂…，有的到现在都不懂。

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
耶和华既喜悦他 可以搭救他吧？
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
不就是当时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
人家嘲笑他的吗？
18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拈阄。
不就是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
当时的光景吗？

诗二二8

诗篇第二十二篇，也是大卫的诗

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唉哼的言语？
6 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
我们不能解释说大卫是虫，
他感觉像虫一样，不是人…
1

到了新约，突然明白原来它是弥赛亚诗，在描写耶稣基督，
大卫跟弥赛亚耶稣基督差好几百年 怎么会有这种感受？
大卫跟弥赛亚耶稣基督差好几百年，怎么会有这种感受？
 诗歌体的解释随着时代会赋予新的意义
 有些诗我们现在还不会解释，或者已经解释了，
有些诗我们现在还不会解释 或者已经解释了
可能到末日，诗歌会有新的被解释出来的意义

 二十二篇


完全在写耶稣基督，是一首弥赛亚诗

你就发现诗歌的解释有时代性
所以要解释诗歌，
 除了有情感的因素、意境的因素，
写的人有一个想法、读的人有一个感受以外
 在不同的时代，会显现不同的意义

旧约大概有三分之一的篇幅是用诗歌体写成的，
只有七卷完全没有诗歌体 ─
利未记、路得记、以斯拉记、尼希米记、
以斯帖记 哈该书 玛拉基书
以斯帖记、哈该书、玛拉基书
 约伯记 有诗在里面，有些是散文
 诗篇、箴言、传道书，主要是用诗歌体写的
诗篇 箴言 传道书 主要是用诗歌体写的


新约中诗歌体 ─

诗歌体的型式 ─ 叠句
 把句子迭在一起，好像唱诗的时候会有副歌
把句子迭在 起 好像唱诗的时候会有副歌
 它有一个型式 ─第一段、副歌，
第二段 副歌
第二段、副歌…，副歌就是所谓的迭句
副歌就是所谓的迭句
诗一○七 前面有一段描述
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
15、21、31 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
8

都称赞他！
马上就发现大概可以分成四段

 路加福音仿旧约有诗歌体，约翰福音十四1-7

仿诗歌
 登山宝训有诗歌体的样式，启示录就蛮多了
读圣经的时候要预备另一本圣经，翻译跟编排
读圣经的时候要预备另
本圣经，翻译跟编排
是用诗歌体编出来的，诗歌就用诗歌体的形式，
 吕振中译本，是用原文照译排的
吕振中译本，是 原
译
 新标点和合本，排出来就知道它是诗歌体

诗歌体的型式 ─ 平行，对仗，一件事情讲两次或者讲多次


文法平行 ─ 动词、名词、主词、补语，
或是形容词、名词，是平行的句子
，
 字的意义或许不平行
 但句子的结构是平行的



语意平行 ─ 不仅文法平行，连字义也平行
反复地讲，一件事情讲两遍
反复地讲
一件事情讲两遍
 正面的意义、或者是反面的意义


千山 鸟飞绝
万径
径 人踪灭
人踪
不仅文法平行、字义也平行，
所以它的是语意平行。

在主日礼拜常常拿来诵读的诗一三六
1 4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1-4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 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独行大奇事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赛一3a

牛认识主人，
驴认识主人的槽。

原来的语言是用希伯来文写的，
非常的工整、漂亮。

语意平行，下面又来一个平行 ─
赛一3b
赛

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

用诗歌体来表达，就是很强烈的感觉。
地 和其中所充满的，
世界和 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
他把地建立在 海上，
平行
安定在大水之上。
谁能登 耶和华的山，
耶和华的山
平行
谁能站在他的圣所。

诗二四1-3

无论哪一国的诗，平行，读起来都有同样感觉 ─ 就是强化。

诗歌体的型式 ─ 反义平行
列 个句子 意思正好相反
列一个句子，意思正好相反…
箴十五1

回答柔和，使怒消退；
言语暴戾，触动怒气。

一个怒气消退、一个怒气提高，
怒气消退
怒气提高 反义平行。
箴十五2 智慧人的舌善发知识，

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

诗歌体的型式 ─ 修辞平行
意思没有相反 不只是强化
意思没有相反、不只是强化，
用另外一种来说明那一件事情…

妇女美貌而无见识，
如同金环带在猪鼻上。

箴十一22

让我们突然有那个图像出来 ─
美貌有什么用？如果没有见识的话多可惜，
美貌有什么用？如果没有见识的话多可惜
金环把它戴在猪鼻子上面 ─ 毫不相配！
箴二五25 有好消息从远方来，

中文翻得句子、字，都对仗了，

就如拿凉水给口渴的人喝。

反义平行
义

描述两种事情…
这样子的诗篇，
这样子的诗篇
给我们感觉是很舒服的。

这种句子读来就觉得真是有智慧
这种句子读来就觉得真是有智慧，
因为用诗歌体表达，就强化了那个作用、对比。

诗歌体的型式 ─ 中文离合诗
如果是用字母的，
英文用A.B.C

字母诗
希伯来文字母 22个

诗篇二十五篇 22节
第一节 ─整个句子第一个字母，
是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
 诗篇如果是 22 节的，很可能是字母诗
诗
 耶利米哀歌 ─
章 22、二章
、 章 22、三章
、 章 22、四章
、 章 66
一章
 诗篇一一九篇 176节 8＊22
1-8
1
8 用希伯来文的第
用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
个字母…


希伯来文离合诗中文看不出来，翻译就会有的状况。

 当读诗篇的时候，除了情境、对仗以外，

有参考书来帮助 ─ 这篇诗篇是什么意思？有什么重点？
这篇诗篇是什么意思 有什么重点
 记叙文、论说文，非常重要的上下文，
诗歌体不产生那么大作用 ─ 诗人的意境、情感、表达，
诗 的意境 情感 表达
不见得这个时候的情感，到下一次情感有连续
 怎么解释诗歌呢？

按照段落、平行，确认诗歌的范围
 分段 ─ 情感是一致的，把每个结构的重点找到
诗十三 质问
诗十
质问上帝、恳求上帝、依靠上帝
帝、恳求 帝、依靠 帝
 发展跟解释以后做出原则 ─当有困难的时候…


读诗篇不要用太多科学分析
读诗篇不要用太多科学分析，
用一点情感、情绪、感受，去体会诗人，
你会喜欢诗篇的…
你会喜欢诗篇的
帮助我们从人的角度更多体会上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