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詩程之始

謝挺

Chloe Sun, PhD



人生如旅程



“Shaped by God’s Word”

• 詩篇的旅程

• 個人信仰之旅



“Shaped by God’s Word” pp.53-58

Informational Reading Formational Reading

Master the text Allow the text to master 
you

We control based on our 
own insights

We are shaped by the text

Analytical, critical Humble, willing, loving 

Problem solving Open to mystery 

Method Motive 



詩篇的信仰之旅

• 從詩篇1-2      詩篇150

• 從起點 終點

• 從喜愛神的律法 頌讚神



詩篇的五步曲

• 卷一（詩1-41）: halleluyah (詩41:13)

• 卷二（詩42-72）: halleluyah (詩72:18-19)

• 卷三（詩73-89）: halleluyah (詩89:52)

• 卷四（詩90-106）: halleluyah (詩106:48)

• 卷五（詩107-150）: 以頌讚作整本詩篇的結束
(詩150)



What is the chief end of man? 

Man's chief end is to glorify 
God, and to enjoy him forever.



詩篇中的五卷書與以色列歷史

卷 I-II: 大衛和所羅門執政期 (詩72：20)

卷 III:   聖殿被毀，被擄巴比倫（詩73）

卷 IV:   被擄巴比倫（詩90）

卷 V:    回歸、重建聖殿、恢復敬拜（詩107）

• 神同在、隱藏、恢復同在



詩篇的結構

• 詩篇的五部曲的結束：阿門頌

• 哀歌集中在卷一到卷三

• 群體讚美詩集中在卷五



詩程之始：道與子
（詩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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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樂的秘訣

• 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
不坐褻慢人的座位，2唯喜愛耶和華
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

• “有福” = 快樂（詩2:12）

• 律法（2x）

• 思想 =  謀算（詩2:1）



詩篇第19篇

7耶和華的律法全備，能甦醒人心；
耶和華的法度確定，能使愚人有智慧。
8耶和華的訓詞正直，能快活人的心；
耶和華的命令清潔，能明亮人的眼目。
9耶和華的道理潔淨，存到永遠；耶
和華的典章真實，全然公義 ─
10都比金子可羨慕，且比極多的精金
可羨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
蜜甘甜。



詩篇第19篇

7耶和華的律法全備，能甦醒人心；
耶和華的法度確定，能使愚人有智慧。
8耶和華的訓詞正直，能快活人的心；
耶和華的命令清潔，能明亮人的眼目。
9耶和華的道理潔淨，存到永遠；耶
和華的典章真實，全然公義 ─
10都比金子可羨慕，且比極多的精金
可羨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
蜜甘甜。



詩篇第119篇
1行為完全、遵行耶和華律法的，這人便為
有福！
2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尋求他的，這人便為
有福！
3這人不做非義的事，但遵行他的道。
4耶和華啊，你曾將你的訓詞吩咐我們，為
要我們殷勤遵守。
5但願我行事堅定，得以遵守你的律例。
6我看重你的一切命令，就不至於羞愧。
7我學了你公義的判語，就要以正直的心稱
謝你。
8我必守你的律例；求你總不要丟棄我！



詩篇第119篇

• 176 (22 x 8) 節

• 字母詩的形式 = 神學意義

• 遵守律法的後果：喜樂、生命、方向
（119:16, 32, 47）

• “Shaped by God’s Word” (Pss 1, 19. 119)

“我時常切慕袮的典章，甚至心碎”（1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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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樹

• 耶和華神使各樣的樹從地裡長出來，
可以悅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作
食物。園子當中又有生命樹和分別
善惡的樹 (創 2:9).

• 有河從伊甸流出來，滋潤那園子，
從那裡分為四道（創 2:10）



• 他帶我回到殿門，見殿的門檻下有水往東
流出。這水從檻下，由殿的右邊，在祭壇
的南邊往下流。

• 在河這邊與那邊的岸上必生長各類
的樹木；其果可作食物，葉子不枯
乾，果子不斷絕。每月必結新果子，
因為這水是從聖所流出來的。樹上
的果子必作食物，葉子乃為治病 (結
47:12).



• 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內街道當中一道
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從神和
羔羊的寶座流出來。2在河這邊與那
邊有生命樹，結十二樣 果子，每月
都結果子；樹上的葉子乃為醫治萬
民 (啟 2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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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兩條道路

• 兩種人生

• 兩種品格

• 兩個比喻

• 兩種結果



如何喜愛神的話語? 

• 常常讀經

• 沉思默想

• 建立關係

• 筆記繪畫

• 不停學習

• 分別時間

• 神學裝備







詩篇第一篇和第二篇

• 整卷詩篇的序言

• 有福的（詩1：1；詩2：12）

• 沒有小標題

• 相同的詞彙

• 律法和先知（君王，審判，外邦）



詩篇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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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你求我，我就將列國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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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ב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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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子 亞蘭文 = (בר )



詩篇第二篇

• 兩種人

• 世上的君王 vs 神和受膏者（vv 1-4）

• 耶和華立祂的受膏者為王（vv 5-9）

• 勸世上的君王要以嘴親子（vv 10-12）

• 新約作者（徒4：25-27；13：32-33；來1）



詩篇第一篇 詩篇第二篇

Hebrew Chinese Verse Hebrew Chinese Verse

אׁשֵרי 有福的 1:1 אׁשֵרי 有福的 2:12

יׁשב 坐 1:1 יׁשב 坐 2:4

דרך 道路 1:1 דרך 道路 2:12

הגה 思想 1:2 הגה 謀算 2:1

נתן 給 1:3 נתן 給 2:8

משפט 審判 1:5 ׁשּפט 審判者 2:10

אבד 滅亡 1:6 אבד 滅亡 2:12



詩篇第一篇和第二篇的互動關係

• 律法和君王的關係

18他登了國位，就要將祭司利未人面前
的這律法書，為自己抄錄一本，19存在
他那裡，要平生誦讀，好學習敬畏耶和
華 ─ 他的神，謹守遵行這律法書上的一
切言語和這些律例，20免得他向弟兄心
高氣傲，偏左偏右，離了這誡命。這樣，
他和他的子孫便可在以色列中，在國位
上年長日久（申17：18-20）



詩篇第一篇和第二篇的互動關係

王差遣人招聚猶大和耶路撒冷的眾長
老來。2王和猶大眾人與耶路撒冷的居
民，並祭司、先知，和所有的百姓，
無論大小，都一同上到耶和華的殿；
王就把耶和華殿裡所得的約書念給他
們聽。3王站在柱旁，在耶和華面前立
約，要盡心盡性地順從耶和華，遵守
他的誡命、法度、律例，成就這書上
所記的約言。眾民都服從這約（王下
23：1-3，參書1：8）。



詩篇第一篇和第二篇的互動關係

• 有福的人：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投靠神子

• 律法引導人來投靠神子

• “耶穌對他們說：這就是我從前與你
們同在之時所告訴你們的話說：摩西
的律法、先知的書，和詩篇上所記的，
凡指著我的話都必須應驗” (路24：44)

• 加拉太書：律法是訓蒙的師傅（3：23-25）



詩篇第一篇和第二篇的互動關係

• 第二篇重新定義第一篇中的“惡人”與
“滅亡”

• “惡人的道路卻必滅亡”(詩1:6) = 不投靠
神子的必滅亡（詩2:12）

•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
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
永生（約3：16）。



詩篇第一&二篇：新約

• 道成肉身（約1：1）

• 道與生命（約6：63）

• 成全律法（太5：17-20）



應用：詩篇第一篇和第二篇

• 被擄後：律法 + 彌賽亞盼望

• 喜愛神的話：重建國家的根基

• 期待神的國：已然未然（already but not 
yet）







詩程之始：詩篇1-2篇

• 選擇義人道路

• 扎根神的話語

• 投靠神的兒子

• 投資神的國度



默想問題

 神的話語在你的生活中的角色是什麽？

 你對聖經的熟悉度有多少？看了幾遍新舊

約？

 如何將神的話語形塑我們信仰生活中？

 詩篇第一&二的互動關係，哪一點最吸引你？

爲什麽？

 是否有一個讀經或靈修計劃？如果沒有，

是否從今開始定一個計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