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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智慧书 ‧失乐园与复乐园‧谈「选择」‧敬畏上帝
诗篇第八篇 ─ 希伯来书第二章 引用，
进入基督论，救赎人的耶稣，进入人的卑微，
中心点 ─ 人算不得什么。
美国总统甘乃迪在 个大学演讲，说 句话：
美国总统甘乃迪在一个大学演讲，说一句话：
当权力使人自大的时候，诗歌提醒人自己的极限。
诗歌智慧书是 卷书 ─
诗歌智慧书是五卷书

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
是历世历代信徒天路历程的最爱。

传道书；
疑惑、摸索 ─ 约伯记；仰望、赞美 ─ 诗篇
 箴言是平常的反思，约伯记是反常的省思，
传道书是无常的省思…
 刻划人生信仰的冲突、挣扎、沉思 ─

诗篇第八篇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
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
2 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
吴献章博士
建立了能力 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
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
3 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
4 便说：「人算甚么，你竟顾念他？
便说 「 算甚么 你竟 念他
世人算甚么，你竟眷顾他？
5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并
荣 尊贵
冕
6 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
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
凡经行海道的，都服在他的脚下。」
9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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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的特征…
 不同于律法书 ─

五经的律法，
谈
谈到约、十诫、上帝拣选列祖
十
帝
 不同于历史书 ─

从约书亚到以斯帖 谈到上帝的作为
从约书亚到以斯帖，谈到上帝的作为
 不同于先知书 ─

先知书常常会提到耶和华如此说
 有外邦人的笔迹 ─

雅基的儿子亚古珥
 箴言三
箴言三一章
章 利慕伊勒王的妈妈
 约伯记 约伯跟他三个朋友
 箴言三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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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智慧书有外邦人的文献在当中
诗歌智慧书有外邦人的文献在当中…
 语言学家 Pike ─ 神能说万国的方言
 作圣经翻译的Eugene
圣经翻译的
Nida ─
能用一种语言表达，就能用另一种语言表达，
外邦人的文献放到圣经里面，表示翻译是行得通的
 更重要的是 ─ 上帝用外邦人说话，

上帝是万国、万语当中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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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像约翰米尔顿，英国诗人，所说

失乐园 ─ 从伊甸园被赶除
 诗歌智慧书帮助我们了解

复乐园 ─ 回到伊甸园的盼望
这五本书在回应伊甸园如何离开，
离开伊甸园里的人，想到他是万国的主、如何吸引人，
万国万族的人，都可以认识上帝的一个平台。

诗歌智慧书在回应 创世记十二章 之前神手造人，
 诗篇第八篇 ─ 上帝派人管理所造的万物…
这些被人管理，好像回到伊甸园
 然后看在亚伯拉罕之前、巴别塔之前，
离开伊甸园的人
原来诗歌智慧书在回应伊甸园

‧诗歌智慧书 ‧失乐园与复乐园 ‧谈「选择」‧敬畏上帝
创世记第三章
三6

箴言讲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讲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很像中国的人际关系
 可以对印度人谈布道
诗歌智慧书
要放在创世记离开伊甸园的前后，
要放在创世记离开伊甸园的前后

失乐园跟复乐园的处境来读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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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能知不一定能够行，
罗马书第七章 ─ 我知道里面有善想行善，
知道但是不能行道。
是因为以为眼睛明亮，其实是离开上帝，
看起来很启蒙，其实接受很多冲击。

人离开伊甸园重要的关键…
离 伊甸

使人聪明
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
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

诗歌智慧书在谈智慧，老祖宗以为听从蛇的引诱，
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能够有智慧…
靠人本、离开神本、想靠自己，
付了很大的代价 ─ 被赶出伊甸园。
三7

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

康德哲学家、犹大拉比
康德哲学家
犹大拉比 Rashi
R hi，解释
解释明亮 ─
眼睛就启蒙了，看得清楚、变聪明、能够知道善恶了。
三22

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

以后，人开始有羞耻、有罪恶感，
需要用无花果的树为自己编作裙子；
所产生的后续 ─ 上帝找人，
你在哪里？他不敢面对上帝！
本来天人合 、神人同在，
本来天人合一、神人同在，
因为人自作聪明、离开了上帝、被赶出伊甸园，
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就断了。
人跟神垂直面被切断，变成惧怕、躲避…
创世记第三章
创世记第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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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跟人之间也是如此
人跟人之间也是如此…
伊甸园的最高潮是亚当看到夏娃，赞美上帝，
因为你造了夏娃 这么美
因为你造了夏娃、这么美！
创二25

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

 人跟神是天人合一
 人跟人之间是没有惧怕、不需任何羞耻，

第一个家庭是最蒙福的家庭
但是人以为自己聪明 结果就变成 ─
但是人以为自己聪明，结果就变成
人跟人互相推诿、互相控告、互相不负责任…
 上帝问亚当 ─ 你是不是吃了
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亚当就推给夏娃
 问夏娃的时候，夏娃说
问夏娃的时候 夏娃说 ─ 不，是蛇
不 是蛇
推卸责任，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就被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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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自作聪明的结果，夫妻之间的爱就被切断，
人自作聪明的结果
夫妻之间的爱就被切断
女人付了很大的代价 ─本来亚当赞美上帝、来羡慕妳的，
现在正好颠倒…
现在正好颠倒
创三16

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

 女人要想办法来讨好她的先生，

女人变成男人恋慕跟管辖的掳物
 雅歌在谈恢复 ─ 恢复离开伊甸园之前，
男人跟女人的爱、基督跟教会的爱、
上帝对以色列人的爱
人自作聪明 伤害到人跟神 人跟人 人跟丈夫 跟妻子
人自作聪明，伤害到人跟神、人跟人、人跟丈夫、跟妻子，
甚至死亡进入人间 ─ 第四章 该隐杀了亚伯，

自作聪明、启蒙了，结果
启蒙了 结果 ─
死亡进入人间，人被赶出伊甸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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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记最高潮是婚姻，其实是赞美上帝…


雅歌 ─ 所罗门王跟书拉密女子之间的爱，

好像再回到伊甸园，亚当看到夏娃赞美上帝
 人间第一个诗篇就是亚当所说出来谢谢上帝 ─
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
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所取出来的。
 色、性是好的，是上帝所赐的，
看 其 被
，
亚当看到其他被造之物…没有赞美上帝，
唯独看到夏娃，赞美上帝
创世记 第
第一章
章、第二章
第二章 最高潮在谈家庭、夫妻相爱，
最高潮在谈家庭 夫妻相爱
以弗所书在谈夫妻 ─

基督跟教会的爱，
的爱
就像亚当跟夏娃之间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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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隐的家谱，他们带来文化、科技，
该隐的家谱
他们带来文化 科技
 有弹琴、吹箫的人，从农夫变成畜牧
 本来住帐棚，牧养牲畜，
本来
棚
养 畜
从农业社会进入畜牧时代
 产生有铜铁利器
该隐家族虽然带来很多工业、艺术、文明，
但是自我中心，子孙拉麦杀气腾腾、子孙有多妻。
第四章 ─

塞特的子孙生养众多，
 有年岁、有享天伦之乐
 第四章 生了
生了一个儿子叫以挪士，
个儿子叫以挪士，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
上帝把祝福本来要给亚当所有后裔，
 现在只挑塞特，到以诺、挪亚、亚伯拉罕，进入列祖
现在只挑塞特 到以诺、挪亚、亚伯拉罕 进入列祖
 该隐的子孙离开上帝，洪水来、被刷走
第五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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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如果要上帝，就像塞特一样 ─ 选择、敬畏、跟从上帝，
要有神学，不能单有科学、单有艺术、单有政治，
要有塞特背后求告上帝，因此被上帝记念。

第十章 巴别塔前后有列国的家谱，
巴别塔前后有列国的家谱

康德前后启蒙运动，就好像该隐、亚当
康德前后启蒙运动
就好像该隐 亚当一样
样，
 人离开上帝、自己想办法
 把日光之上对上帝的寻求，改变成日光之下
 把永恒的盼望、转变成只有今生
诗篇二十三篇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如果人本主义的人来读，会把它改成 ─
 我是我的牧者，我人本、不要上帝了
我是我的牧者 我人本 不要上帝了
 接着羊是我的牧者、每一样都是我的牧者
 最后后现代化、我没有任何牧者…
最后后现代化 我没有任何牧者
离开伊甸园、离开神本变成多元，很像巴别塔的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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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
智慧的 端 ─
约伯记一1、约伯记二十八28、箴言一7、传道书…

犹太拉比教人如何寻找智慧…
 没有医生、军事家，还可以生存的，
如果没有拉比来教导律法，就不能生存
有
来教导律法
存
 犹太人的父亲跟拉比同时掉到水里，
犹太的传统是先救老师
的 统
救
─
因为智慧是从老师教圣经，帮助我们有智慧的

智慧不是来自年纪，约伯的三个朋友…
不是来自性别，箴言当中有才德的女子，
箴言当中有才德的女子
对比无知的男人，进入淫乱堕落；
也不是来自敬虔，约伯最后才发觉
约伯最后才发觉 ─我错了
我错了，
在炉灰里面懊恼，我不是有智慧。

这些人上帝挑了一些放进诗歌智慧书，
好让不只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也给列国列邦
好让不只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也给列国列邦，
能够读了诗歌智慧书…
 本来是失乐园，现在变成可以有复乐园
本来是失乐园 现在变成可 有复乐园
 本来以为自己聪明，现在明白上帝的智慧
诗歌智慧书，在谈到我们归回上帝。
人间宗教、日光之下的宗教，不过是自然启示 ─

佛教以缘起之空、道家以无名之道、儒家生生不息之天，
民间宗教都没有永恒的盼望；
离开伊甸园想找知识、想变聪明 ─ 变成人本的聪明。
诗歌智慧书帮助我们了解 ─
要真正的智慧，回到神、敬畏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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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智慧不是来自人，来自
不是来自人 来自敬畏上帝…
智慧
智慧有何处可寻？聪明之处在哪里呢？
处
聪明之处在
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
，
，
她在道旁高处的顶上，在十字路口站立，
在城门旁，在城门口，在城门洞，大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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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是上帝给人回伊甸园的启示；
诗歌智慧书等于离开伊甸园的人，
听上帝爱的启示，来看上帝、等候耶稣来，
放在旧约跟新约之间的平台。

耶稣是诗歌智慧书最后的完成代表，
透过耶稣 因着诗歌智慧书
透过耶稣、因着诗歌智慧书，
好让离开伊甸园的你跟我，可以归回上帝！

亲爱的主，

祷告

帮助我们敬畏你，
敬畏你
因为知道智慧从你而来。

帮助我们不能靠自己的聪明，
要专心仰望耶和华，在一切所行的事都认定你，
你必指引我们的路，
把我们自己奉献在你手中。

帮助我们成为有智慧的人。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