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詩篇第一篇 ─ 整個詩篇的引言

詩篇序言 ─ 第一、二篇

蒙福之路蒙福之路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1 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褻慢人的座位，

2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

3 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按時候結果子，葉子也不枯乾。

凡他所做的盡都順利。

4 惡人並不是這樣，乃像糠秕被風吹散。

5 因此，當審判的時候惡人必站立不住；

罪人在義人的會中也是如此。

6 因為耶和華知道義人的道路；惡人的道路卻必滅亡。

‧福‧兩種人生 ‧兩種樹木 ‧兩種道路 ‧敬畏神是蒙福的條件

一個人蒙福、遭禍，不在乎命運，

也不在乎本身的天賦，更不是環境；

而是人生的態度和方向，決定了禍跟福。

有福的人是敬愛上帝的人，

以上帝的話語做他行事為人最高準繩；

像一棵常青的樹，栽在溪水邊，按時候結果子

有禍的人卻是心中沒有上帝，在世界隨波逐流的人。

像糠秕被風吹散，沒有人會紀念他。

一個人敬畏上帝、討祂的喜悅，做一個真正有福的人有福的人；

能夠對過去無悔、對將來沒有害怕、

對生活沒有憂慮、對工作不用擔憂。

‧福‧兩種人生 ‧兩種樹木 ‧兩種道路 ‧敬畏神是蒙福的條件

希伯來文詩篇第一篇第一節 (由右至左)

什麼是福福呢？

中國人 ─ 多福、多壽、

多男子、多子多孫

福、祿、壽、喜、財，這些就是福

字典 ─ 吉祥如意、百備、百順

福福
2 這人便為有福！ 複數，可以翻譯成「多福兮」

真正敬畏上帝的人，可以得到上帝給他多重的祝福。

‧福‧兩種人生 ‧兩種樹木 ‧兩種道路 ‧敬畏神是蒙福的條件

聖經裡的有福之人

人類的始祖，亞當、夏娃，

上帝給他們命令 ─ 也就是祝福。

上帝要他們生養眾多、遍滿全地…
這就是上帝給人的第一個福。

以撒，亞伯拉罕的兒子，被稱做「蒙福之子」

看到他真是得著天時、地利、人和

以撒的兒子雅各，孤身一人離家出走，

後來得著兒女成群、牛羊無數、衣錦還鄉，

也是一個有福之人



‧福‧兩種人生 ‧兩種樹木 ‧兩種道路 ‧敬畏神是蒙福的條件

聖經裡講到的福，更超越這一切

6 因為耶和華知道義人的道路；惡人的道路卻必滅亡。

福，是一個人在這世界上就有路，

是一條直的路，不是彎曲的路

順境時有路，逆境時也有路

今生有路，連到來生都有路；

今生會結束，

卻引導我們進入永生

有禍的人，

就是在這個世界上走投無路的人

‧福‧兩種人生 ‧兩種樹木 ‧兩種道路 ‧敬畏神是蒙福的條件

想要得福是要有條件的

消極的禁止，

好像講到「不不不」

積極的指引，

喜愛耶和華的律法

指引神的法則

上帝曉得這些條件，我們自己沒有辦法遵行， 祂就幫助我們

來四16 我們可以來到施恩座前，

為要得憐恤、蒙恩惠，作我們隨時的幫助。

一種是義人的人生，一種是惡人的人生

惡人
不知道上帝、也不認識上帝的人

罪人 ─ 知道有上帝，

卻行事為人不合上帝標準的人

褻慢人 ─ 知道有上帝，

卻故意領導人來違抗上帝的人，

破壞上帝的標準，破壞上帝的公義

義人
合乎上帝標準的人

中文「義者宜也」，就是合宜

‧福‧兩種人生‧兩種樹木 ‧兩種道路 ‧敬畏神是蒙福的條件

聖經裡第一個提到的義人是挪亞

他為什麼能夠成為一個完全人呢？

因為挪亞在上帝眼前蒙恩；

這是我們成為義人的先決條件。

創六 挪亞是一個義人，在當時的世代裡面，

他是一個完全人，挪亞與上帝同行。

與神同行與神同行，就是與上帝有同一個方向、同樣的步伐，

同一個心志，完全以上帝做他人生的中心；

這是得著上帝稱他是義人的一個先決條件。

‧福‧兩種人生‧兩種樹木 ‧兩種道路 ‧敬畏神是蒙福的條件



有福的人，不是看他在順境是否安穩妥當，

更是在苦難中，有沒有力量跟平安？

不是看他一時的富足，

而是看他在世上的富足能不能長存？

這些樹是按時候結果子，

供應人飽足，也讓人感到喜悅。

果子最美麗的時候，就是讓人享受的時刻。

‧福 ‧兩種人生‧兩種樹木‧兩種道路 ‧敬畏神是蒙福的條件

義人所代表的樹木，

是上帝所喜愛、所揀選、刻意栽種的樹木，

栽種在溪水邊，有上帝細心的照顧、看管看管。。

有福的人不在於自己享受了多少，

而是別人從他身上能享受多少？

‧福 ‧兩種人生‧兩種樹木‧兩種道路 ‧敬畏神是蒙福的條件

果樹 ─ 不是聖誕樹

聖誕樹是人工裝飾上去的，

過不久樹就枯乾了，裝飾也要拿下來

果樹是一個生命的有機體，

生命的自然流露；

每年都會結果子，

讓人來享受它的甘甜。

先著重在結出果子，讓人得著豐富跟滿足

本身葉子不枯乾，能夠顯出榮耀跟華美

結論：凡他所行盡都昌盛，

不僅講到事情上昌盛，而是這個人本身就昌盛，

上帝看人，是比事情更加重要

‧福 ‧兩種人生‧兩種樹木‧兩種道路 ‧敬畏神是蒙福的條件

義人 ─ 葉子也不枯乾

葉子就是顯出樹的榮耀跟華美。

3 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

按時候結果子，葉子也不枯乾。

凡他所做的盡都順利。

‧福 ‧兩種人生‧兩種樹木‧兩種道路 ‧敬畏神是蒙福的條件

雖然在今世，罪人和義人都同時並存，

可是將來在上帝的國裡面，罪人是要被滅絕滅絕的的。

奧古斯丁：就好像今天的教會，代表今世的人，

有好人、也有壞人

有真正相信上帝的人、也有人還沒有認識上帝認識上帝

但是到了有一天，就要把這個稗子跟麥子麥子分出來分出來。

惡人卻不是這樣

4 惡人乃像糠秕被風吹散，

5 審判的時候必站立不住；

0 在義人的會中也是如此。

被丟掉，不重要

將來

現在



‧福 ‧兩種人生 ‧兩種樹木‧兩種道路‧敬畏神是蒙福的條件

抗拒罪惡的力量從哪裡來呢？弗二1-2

義人的道路 ─ 消極方面，嚴拒罪惡

不從惡人的計謀、

不站罪人的道路、

不坐褻慢人的座位

內心思想、隱藏的計謀隱藏的計謀

實際行動、公開的罪行公開的罪行

居領導地位、公然反對神公然反對神

我們是死在罪惡過犯之中，我們行事為人

就隨從今世的風俗，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

我們彷彿死魚一樣，就是只能夠順著河水來漂流。來漂流。

抗拒邪惡的力量，

乃是從新生命的聖靈，在我們裡面產生的。

義人堅決的拒絕惡人的作為跟他們的思想。

‧福 ‧兩種人生 ‧兩種樹木‧兩種道路‧敬畏神是蒙福的條件

義人的道路 ─ 積極方面

1. 默想 ─ 不是佛教「打坐、坐禪」，要人什麼都不要想

聖經講到的默想乃是有內容的，

讓上帝的話充滿在我們內心當中，

人就浸在真理的洪流裡面。

反覆思想神的話，

作人生的指引，行事為人的準繩。

2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

基督徒默想，

就能把聖經貫連起來，對神的真理有全面的認識。

默想是需要操練的，就能夠前後融會貫通、熟能生巧。

‧福 ‧兩種人生 ‧兩種樹木‧兩種道路‧敬畏神是蒙福的條件

義人的道路 ─ 積極方面

聖經裡道路被上帝特別記念 ─

約瑟默想上帝的話，在順境、逆境中，

都可以看出上帝的旨意、帶領。

2. 喜愛耶和華的律法 ─ 「喜愛」也可以操練

越喜愛就越默想，越默想就越喜愛，

不只是遵行神的話，也是從內心喜愛上帝。

2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

3. 晝夜思想

公眾的生活、個人的獨處；人見得到、人見不到的地方人見不到的地方……
都可以在上帝的引導眷顧當中。

詩篇第二篇 ─ 君王詩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1 外邦為甚麼爭鬧？萬民為甚麼謀算虛妄的事？

2 世上的君王一齊起來，臣宰一同商議，

要敵擋耶和華並他的受膏者，

3 說：我們要掙開他們的捆綁，脫去他們的繩索。

4 那坐在天上的必發笑；主必嗤笑他們。

5 那時，他要在怒中責備他們，在烈怒中驚嚇他們，

6 說：我已經立我的君在錫安─我的聖山上了。

7 受膏者說：我要傳聖旨。

耶和華曾對我說：

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



詩篇第二篇 ─ 君王詩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8 你求我，

我就將列國賜你為基業，將地極賜你為田產。

9 你必用鐵杖打破他們；

你必將他們如同窯匠的瓦器摔碎。

10 現在，你們君王應當省悟！

你們世上的審判官該受管教！

11 當存畏懼事奉耶和華，又當存戰兢而快樂。

12 當以嘴親子，恐怕他發怒，

你們便在道中滅亡，因為他的怒氣快要發作。

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

‧福 ‧兩種人生 ‧兩種樹木 ‧兩種道路‧敬畏神是蒙福的條件

詩篇第二篇 ─ 耶穌作王

二1-3 諸王反叛天上的君王

馬太福音第一章 ─ 耶穌作王、降生，

第二章 ─ 東方的博士來朝拜祂。

創世記第一章 ─ 上帝造人，

第二章 ─ 上帝要人在這個地上作王，

要人來管理祂所創造的一切，與上帝一同做王。

人運用他們的權力，來反抗上帝；

上帝所設立的統治者，竟反對上帝的統治。

謀算謀算跟晝夜思想是同一個字，

個人心中的意念謀算，竟然都在反對上帝。

‧福 ‧兩種人生 ‧兩種樹木 ‧兩種道路‧敬畏神是蒙福的條件

6 我已經立我的君在錫安 ─ 我的聖山上了。

4 那坐在天上的必發笑；主必嗤笑他們。

真正的統治者，地上的君王不能夠抗拒祂。

人怎麼能夠用腳來踢刺呢？

7 你是我的兒子，

我今日生你。

9 用鐵杖打破他們

以敬畏的心，來尊敬上帝所立的這個君王，也就是神的兒子。

有同等的神性、榮耀、、權柄權柄。。

從死裡復活

上帝賜給祂權柄，統管全地

詩篇第一篇 ─ 蒙福的途徑

義人的道路

惡人的道路

詩篇序言 ─ 第一、二篇

蒙福之路蒙福之路

詩篇第二篇

尊敬上帝所設立的兒子，

敬畏祂就成為我們蒙福的途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