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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裡面好多詩歌體…
 亞當之歌 ─ 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雅各對十二支派的祝福 創世記四十九章
 出埃及、過紅海，米利暗之歌 出埃及記十五章
 迎約櫃 民數記第十章 約櫃之歌
 巴蘭祝福以色列的巴蘭之歌 民數記二三、二四章
 摩西臨死之前 申命記三二章
 摩西 申命記三三章 對以色列的祝福
 士師記第五章 底波拉得勝敵人
 撒上二1-10 哈拿生了撒母耳
詩歌體是彰顯人對上帝的愛的感恩，雅歌是累積成大成。

雅歌一開始就在談愛情，
所羅門的歌，是歌中的歌，
雅歌第一章 願他用口與我親嘴，
談人類五倫當中最親蜜的關係 ─ 夫妻。
z 人類是從婚姻開始的，
創二 上帝創造亞當跟夏娃之後開始婚姻
z 人類結束的時候 啟十九 羔羊婚娶來作總結
z 耶穌 約翰福音 藉著在迦拿用水變酒的神蹟，
開始祂事奉的起點
z 施洗約翰用婚筵來比喻主
如果沒有雅歌 ─
你不能體會夫妻的愛，
更不能體會上帝對人的愛。

二十世紀的學者逐漸體會到，
這本書不單單在談神跟人之間的神聖之愛，
其實非常赤裸裸的表達男歡女愛，
很直接、又非常含蓄，透過希伯來文詩歌體的特徵，
表達 比酒更濃、更黏、更久長的愛。
z 平行體 一13-14 我以我的良人為一袋沒藥，常在我懷中。

我以我的良人為一棵鳳仙花，在隱‧基底葡萄園中。
希望擁有對方，兩個肉身的結合
z 對話

「你這女子中極美麗的，你的良人
比別人的良人有何強處，你就這樣囑咐我們？」
「我的良人白而且紅，超乎萬人之上。」
五9-10

用對話凸顯出男女之間相愛，其他都不重要了。

z 暗喻 二3-6 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蘋果樹在樹林中。

我歡歡喜喜坐在他的蔭下，嘗他果子的滋味，覺得甘甜。
他帶我入筵宴所，以愛為旗在我以上。
求你們給我葡萄乾增補我力，給我蘋果暢快我心，
因我思愛成病。他的左手在我頭下；他的右手將我抱住。

z 象徵 七1-6 王女啊，你的腳在鞋中何其美好！
你的大腿圓潤，好像美玉，是巧匠的手做成的。
你的肚臍如圓杯，不缺調和的酒；
你的腰如一堆麥子，周圍有百合花。
你的兩乳好像一對小鹿，就是母鹿雙生的…
我所愛的，你何其美好！何其可悅，使人歡暢喜樂！

在講兩個相好、相愛、擁抱、相融、相合，融在一起的愛。

雅歌描繪男女的身體 ─ 用象徵，非常細膩。

z 重複 六4-5 我的佳偶啊，你美麗如得撒，
秀美如耶路撒冷，威武如展開旌旗的軍隊。
求你掉轉眼目不看我，因你的眼目使我驚亂。
你的頭髮如同山羊群臥在基列山旁。
四1 我的佳偶，你甚美麗！你甚美麗！
你的眼在帕子內好像鴿子眼。
你的頭髮如同山羊群臥在基列山旁。

z 對比 三1-5 我夜間躺臥在床上，尋找我心所愛的；
我尋找他，卻尋不見。城中巡邏看守的人遇見我；
我問他們：「你們看見我心所愛的沒有？」
我剛離開他們就遇見我心所愛的。我拉住他，
不容他走，領他入我母家，到懷我者的內室。
耶路撒冷的眾女子啊，不要驚動、
不要叫醒我所親愛的，等他自己情願。

用各樣的比喻來描繪，重複對愛人的相思、想念…

z 田園景色佈局

我妹子，我新婦，你的愛情何其美！
你的愛情比酒更美！
你膏油的香氣勝過一切香品！
我新婦，你的嘴唇滴蜜，好像蜂房滴蜜；
你的舌下有蜜，有奶。你衣服的香氣如黎巴嫩的香氣。

四10-11

他用田園、用景色，是他們戀愛過、去看大自然的地方。
希伯來文的作者，用希伯來文的 ─
平行、對話、暗喻、重複、象徵、對比、情景、佈局，
發出來男女之間思念的愛，起承轉合所爆發出來的張力，
道盡人間天下愛情事。
古今中外文學家的重點在男女的愛情，
正是雅歌告訴我們 ─上帝把愛給我們，
男女相愛是可以的，那種纏綿悱惻的、情愫的
、情愫的雅歌。

白天、晚上，那種對比，呈現出他像神魂顛倒一般。

求你將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記，帶在你臂上如戳記。
因為愛情如死之堅強，嫉恨如陰間之殘忍；
所發的電光是火焰的電光，是耶和華的烈焰。
愛情，眾水不能息滅，大水也不能淹沒。
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財寶要換愛情，
就全被藐視。

八6-7

聖經的作者只有八章，把男女之間的愛 ─
用非常高超、高雅、又很神聖，
很貼切、很自然、很神聖的那種對話…
這本書在談愛，上帝的名字只出現在 第八章六節

耶和華的烈焰，真正的愛是出於上帝，
是從神來的，因此男女之間是可以相愛的。
留意婚姻很貴重，婚姻五千萬！

1. 千萬要珍惜這曠世絕配 ─ 有人說…
時間對等待的人是太慢了，對畏懼的人是太快了，
對悲傷的人是太長了，對歡樂的人是太短了，
只有對相愛的人、時間是不存在的！
看到他，恨不得他就永遠跟我在一起。
一6 不要因日頭把我曬黑了，就輕看我。
書拉密女子的背景跟所羅門王不一樣，外表不一樣，
好不容易碰在一起，甚至將來進入婚姻，珍惜他。
五7

2. 千萬要遵守屬靈家訓
八6

求你將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記，帶在你臂上如戳記。

再痛，我恨不得有她！
要愛人如己，對不對？
結婚以後誰是你的鄰舍？旁邊睡覺的那一個。
夫妻要建立在愛 ─ 這是耶和華的愛情如死的堅強，
妻子愛丈夫 為丈夫而活，丈夫愛妻子 為妻子而死
而死。
。
幸福的婚姻不是理所當然的，
一時的幸福不等於永遠的幸福。
很多人、男女影星、甚至婚前性行為，
因為兒女的緣故懷孕了，被逼了成婚，
後來搞離婚，更多的痛苦。

城中巡邏看守的人遇見我，打了我，傷了我…
戀愛的過程會有人反對的，就要想到 ─
太十九 若不是上帝配合的，人不可能成全。
上帝給的愛是很寶貴的 ─ 愛情是耶和華的烈焰，
愈好的東西要愈小心保守，即使年紀在老化，
初戀見到他的樣子，仍然是現在看到他的樣子。

2. 千萬要遵守屬靈家訓
男人、女人都懂得保護身體，卻不懂得保養婚姻，
懂得保護車子，卻不懂得保護你的女人。
女人是奇妙的生物，當真心打動她之後，
她會不斷地為你付出，直到終老一生。
那個過程常常要一段時間 ─ 開始是被她迷著了，
z 進入婚姻才發覺 ─ 不，她不是你所想的
z 開始掙扎，八年之癢推翻你們的婚姻
一個基督徒教練，妻子到六十歲才發覺 ─
他，我的先生，等到現在才知道，
是我夢寐以求的丈夫。
先生在成長，自己也在成長，接納，到死的時候，

如死之堅強！

幸福的婚姻是要保養的，是要守屬靈的家訓的。

3. 千萬留心後花園的小狐狸
要給我們擒拿狐狸，就是毀壞葡萄園的小狐狸，
因為我們的葡萄正在開花。
良人屬我，我也屬他；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

二15-16

婚姻的領域非常小，只能容許兩個人，不容許有第三者。
有人研究，婚姻結婚幾年以後 ─
10% 親親熱熱，40% 不冷不熱，
50% 水深火熱，
牧師給你結婚證書，不等於拿到結婚保證書。

真正的愛是有嫉妒的 ─
z 八6 嫉恨如陰間之殘忍，不容許有別人的
z 林前十三 有點分開的地方，愛是不嫉妒 ─

是不嫉妒不屬於你自己的
結婚、二人合為一體的時候，不容許有第三者。

3. 千萬留心後花園的小狐狸
二人合為一體，如果第三者出現，妳應當會嫉妒…
z 如果妳裡面沒有嫉妒，表示你們愛情是死的
z 真正的愛是有嫉妒的，
不容許別人讓你的婚姻被破壞
這個夫妻的愛，
z 像亞當對夏娃的愛，是從上帝來的
z 超過人間的五倫，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不如夫妻
z 保羅用夫妻來對比基督跟教會
不容許別人插進來，不容許有婚外情，
包括工作、網路、電腦、音樂、工作、
、事奉。
傳道人更是如此，
不要跟別人協談的時候，讓別的女生吸引你，
讓你對妻子的愛情減少，甚至有婚外情。

4. 千萬燃燒這愛情聖火
要懂得這個愛、要珍惜它，這是從上帝來的 ─
z 愛情，眾水不能息滅、大水不能淹沒
z 天生的家庭是不講理的、只講愛
奧古斯丁 ─ 愛只有兩種基本類型，
神的愛，愛到忘了自己；自己的愛，愛到忘了神。

上帝的愛，要進入家庭的愛情聖火，包括 ─
z 孝順對方的父母，第一個含應許的誡命 以弗所書 孝順父母
z 路得跟波阿斯的愛，生出大衛的祖先，進入大衛王朝，

榮耀的王朝是家庭所建立的
把那愛情的聖火延伸下去！
真正的家庭是毀壞性的 ─ 成全了兒女、燃燒下去，
孩子的家庭建立起來、他們有孩子了，他們的孩子繼續下去…
真正的愛是具有毀滅性的，燃燒這愛情的烈火！

5. 千萬建立永恆祭壇
透過你的愛 ─
八7b 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財寶要換愛情，
就全被藐視。
z 不被金錢、工作、地位所掩埋
z 祭壇、敬拜，成為你們的核心
你需要上帝，讓上帝成為你家庭裡的五千萬，
z 雅歌不管用 平行、對比、象徵所描繪，

開始建立愛的關係
 繼續在婚姻當中
被建立、被成全、被祝福、被用
z 讓你的婚姻可以成為別人的祝福，
往後傳下去


親愛的主，

禱告

謝謝你給我們愛 ─
亞當看到夏娃的愛，賜給每一對男女；
愛裡面、在上帝裡面，被祝福、被成全。
也讓子孫因此代代敬虔 ─
有祭壇、有敬拜、有喜樂、
有感恩、有相愛、有擁抱，
因為這些都是從你而來！
奉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禱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