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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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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的詩歌體 ‧詩歌的特徵 ‧如何讀詩篇 ‧怎麼種就怎麼收

詩歌智慧書、詩篇是教會信徒的最愛、靈修的最愛。

創二 上帝讓亞當看到夏娃的時候，亞當說 ─

「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應當稱呼她為她為女人女人，，

因為她是從男人身上取出來的。」

是詩歌體，讚美上帝的創造

雅各給十二個兒子的祝福，跟彌賽亞、細羅有關，

創造論、救恩論，是詩歌體的重要的原因

出十五 米利暗跟摩西唱過紅海之歌，

救恩論有關，也是詩歌體

民十 曠野當中約櫃前行，上帝的同在，詩歌體

巴蘭之歌 ─ 摩押王找巴蘭來咒詛以色列人，

上帝涉入，讓巴蘭的咒詛變成祝福；

上帝有主權、有救恩，是巴蘭之歌詩歌體成書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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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二一17 當時，以色列人唱歌說：

「井啊，湧上水來！你們要向這井歌唱…」

因為上帝的救贖、創造、涉入、保守、憐憫，

上帝的百姓的將來，

新約的術語就是創造論、救恩論、教會論、末世論，

這些有關的會變成詩歌體。

早期詩歌是以色列所固有的，

開始是口傳，後來變成文字，寫下來成冊。

申三二、三三 摩西之歌 ─ 對於十二支派、對以色列人，

上帝對祂百姓的愛

士五 上帝藉底波拉救以色列人，所用的讚美詩

撒上二 哈拿生了孩子之後，哈拿之歌

都是詩歌體，在舊約已經有的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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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體非常多，有讚美詩、信靠詩…
是人對神的話，直接跟上帝溝通的管道

神對人的道，上帝對個人跟團體說話的聲音

是雙向；加爾文 ─ 詩篇是靈魂的剖析

新約引用舊約，除了五經、以賽亞書以外，

詩篇被新約常常引用。

詩歌體是猶太人、希伯來人表達內心感受的重要工具，

人對上帝的禱告、讚美，信徒敬拜上帝的累積

激發信徒對上帝國度的盼望，

反映基督來前，神兒女對上帝的信靠

列祖經歷上帝的創造、全能、救贖、計劃，所流出的聲音聲音

屬神的百姓歷世歷代，包括大衛、所羅門王、亞薩…
向上帝禱告、讚美、感恩、累積、信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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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歷史讀法 ─ 詩篇裡面是有一些歷史的，

第三篇 開始那個序 ─ 大衛逃避他的兒子押沙龍

三、四、五、六、七、八 ─ 前面都寫了

「大衛的詩，交與伶長」

十八篇 大衛逃離掃羅的手

跟大衛有關的擺在一起，會加一點序，

有些人就給詩歌體背後重整 ─

大衛是什麼時候

被押沙龍、或是掃羅追殺的時候，寫下這些詩篇？

1. 神學解經 ─

早期教父、到中古世紀、到馬丁路德、加爾文，

比較注重神學解釋，雖然注重歷史背景，

可是用在屬靈教會的意義、看重靈意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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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歷史讀法

詩一三七7 耶路撒冷遭難的日子，以東人說：

「拆毀！拆毀！直拆到根基！」耶和華啊，求你記念這仇！

猶太拉比 Radak 解釋成第一世紀羅馬將軍提多

另一個拉比 Ibn Ezra 正確解出 ─ 提多並非以東人，

這個詩篇是第一聖殿，Radak 把它解成是第二聖殿

時間的落差、誤解，給解經過程沒有辦法控制，

歷史的資料有限，可能穿鑿附會、離開經文的意思。

比較不關心文本，比較關心重整背後的歷史。

優點 ─ 讓我們知道大衛確實在那個時候寫過這些詩篇，

詩篇有歷史痕跡為基礎、不是憑空的

缺點 ─ 掃羅追殺很長，撒母耳記上 下半段，

你完全不能有把握說 ─ 什麼時候寫的…

3. 文學讀法 ─ 看經文如何被擺在一起

同義平行，詩篇九十篇

主啊，你世世代代

諸山未曾生出

使人歸於塵土

已過的昨日

因你的怒氣而消滅

將我們的罪孽擺在你面前

誰曉得你怒氣的權勢

我們受苦的日子

願你的作為向你僕人顯現

1
2
3
4
7
8

11
15
16

詩一 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褻慢人的座位，

連續講三次。

從亙古到永遠

地與世界你未曾造成

世人要歸回

夜間的一更

因你的忿怒而驚惶

將我們的隱惡擺在你面光之中

曉得你的忿怒

我們遭難的年歲

願你的榮耀向他們子孫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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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學讀法

反義平行，詩篇九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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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發芽生長

求你讓我們早早飽得你的慈愛

晚上割下枯乾

好叫我們一生一世歡呼喜樂

6
14

綜合 05 如水沖去、如睡一覺、如生長的草

10 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

若是強壯可以到八十歲，

勞苦愁煩、轉眼成空。

最好的方式 ─

文學為本，

有歷史的證據、幫助，但不是主體，

最後神學闡述，看作者如何文以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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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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篇第一篇

同義平行

反義平行

綜合的對仗或平行

詩篇第一篇 沒有任何歷史背景，仍然有神學的供應、論述 ─

五經歷史書像根、樹幹，再來建立先知書

詩歌智慧書像花朵，詩篇是花朵當中的花朵

花朵開始的 第一篇 講根 ─ 一棵樹栽在溪水旁…
樹木的美來自根，你我要有上帝的根

第一篇 ─ 生命成長關鍵在根，怎麼樣種，就怎麼樣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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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看不見的比看得見的重要

樹的成長在根 ─ 太七 蓋在磐石上面

花 ─ 賽四十6-8 花會過去、草會枯乾

人就像這些會過去的，

但要有根，有根就不怕風浪

不能單單只是看到外表，苦難熬煉出高貴的品格 ─

風雨 把外面的樹刷掉，裡面的根更紮實

苦難 熬過以後，詩歌、作曲、藝術、畫，更精彩

這牽涉到價值觀 ─

看根、還是看外面？看錢、還是看靈魂？

嫁女兒，要嫁外面長得很不錯、裡面沒有根的？

還是有生命、有根的人，

雖然2、30歲在掙扎，可是下半場被上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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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開車的安全度決定在態度

一1 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褻慢人的位子。

這三個不，在作交通規則，好像 ─

書一8 這律法書不可離開你的口

伊甸園上帝告訴亞當 ─ 分別善惡樹的果子你不可吃

開車照交通規則 ─ 不要闖紅燈、闖安全島

不要說我要很自由，要聽祂的 ─ 從心裡面開始聽，

我要敬畏你，我不要隨心所欲，是對上帝話語的態度。

從哪裡 ─ 心、計謀、思想，

然後站著 ─ 行為，坐著 ─ 生活，一步一步下去一步下去

思想決定力量、行為，是生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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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這麼說：

只在星期天呼喚天父的人，

在一星期餘下的日子活得像孤兒。

天天靠近祂！

順服上帝的時間表， 靈修、禱告，

像一棵樹在溪水旁邊，自然按時候結果子，

什麼時候結果子，是上帝的事，

什麼時候上帝要用你，是上帝的事

一定要健康，跟上帝連結好關係，

不要離開祂，離開祂什麼都不能做

3. 健康就會成長，但需要時間 ─ 按時候結果子

葡萄樹要在枝子裡，多久結果子上帝知道，

重要的是關係 ─ 連結在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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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成長需要澆灌跟屬靈伙伴

你要被上帝用嗎？喜愛神的話、晝夜思想、澆灌，

成長這棵樹在溪水旁邊，長根最好長多一點

紅木三十公尺高，有個特徵 ─ 根連結在一起

能夠成長，是因為有屬靈伙伴。

大衛跟所羅門王都犯了罪，結局不一樣…
大衛犯了罪、悔改，上帝憐憫他、預備建聖殿

所羅門王犯了罪，國家分成兩半、相繼被擄

差別在哪裡？

大衛犯罪之後，有一個拿單勸他悔改。

你需要屬靈伙伴，

讓你向上帝靠近的人是你真正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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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不會有結果的不要耕耘

一4 惡人並不是這樣，乃像糠秕被風吹散。

你現在所做的墮落、敗壞，

會讓你進入墮落裡面，

因為時間會淘汰掉。

6. 生命期末考在末世收攤的時候

一5a 當審判的時候惡人必站立不住；

一6b 惡人的道路卻必滅亡。

這本書不只談創造論，末世論、上帝行審判，

你要有永恆觀 ─ 讓生命像一棵樹放在神的話，

河水、聖靈、神的道、結果子，吸祂、渴慕祂、被祂預備，

才有辦法開花結果 ─ 你的根怎麼種，就怎麼收。

親愛的主，

幫助我們連結在你裡面，

幫助我們渴慕你的同在，

幫助我們愛慕你的話，

幫助我們不要離開你，

幫助我們守交通規則，

拒絕墮落，讓聖靈主導我們。

奉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禱告，阿們。

禱告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