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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中有些类型，是在讲述历史、从历史学功课，
摩西五经当中 他们需要世世代代用口传的方式摩西五经当中，他们需要世世代代用口传的方式，

告诉下一代上帝在历史当中的作为…

申六20-21 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耶和华我们神
吩咐你们的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甚么意思呢？」

诉你就告诉你的儿子说：「我们在埃及作过法老的奴仆；
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

在家庭教育中，父母亲教导儿女律法书的意义。

申廿六4-5 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 耕种田地有了出产申廿六4-5 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耕种田地有了出产…
祭司就从你手里取过筐子来，放在耶和华你神的坛前。

你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我祖原是一个你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我祖原是 个
将亡的亚兰人，下到埃及寄居。他人口稀少，

在那里却成了又大又强、人数很多的国民。」

上帝要以色列人在历史当中学功课、教导子孙。

咏史诗 ─ ─ 诗篇七八篇

祖宗告诉亚萨的当代，
由亚萨的当代要来告诉子孙 子孙再要告诉后代 ─由亚萨的当代要来告诉子孙、子孙再要告诉后代

关于上帝的美德、能力、奇妙的作为、法度、律法。

这段经文其实就在履行申命记的教导这段经文其实就在履行申命记的教导，

用诗歌的体裁，在礼仪、敬拜当中，

诉说以往的历史 引导后代认识上帝诉说以往的历史，引导后代认识上帝。

这样教导的目的这样教导的目的…
6-7 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

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
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

惟要守他的命令惟要守他的命令。

咏史诗是在赞美、敬拜的场景，
由这 代向下 代述说由这一代向下一代述说，

是一个礼仪用法的很典型的情境…

前言 ─ 呼吁百姓赞美，内容是追忆上帝在历史当中的作为，
具体述史，叙述他们各个阶段的历史 ─

创造、族长、出埃及、漂流、

进迦南、士师、王国、被掳时期…
知古鉴今，教导百姓不要再重蹈覆辙

史实评注 ─ 耳熟能详的历史故事，

 百姓学习不要像过去不忠、不信，忘记神的作为

 彰显神的荣耀、能力、慈爱、信实…彰 神 荣

往往具有一些教诲性的劝言

结语 ─ 跟全国性赞美诗很像，结语  跟全国性赞美诗很像，

或有教导性的结尾语，或者重复呼吁赞美



每一段咏史诗都发现丰富、精彩的历史背景…

诗篇七八篇 是在卷三，是希西家跟约西亚王时期，

可能在代下三十约西亚王实施改革时可能在代下三十约西亚王实施改革时，

差遣利未人远到已经被掳的北国地区，

呼召那边的百姓呼召那边的百姓

一起来向耶和华神守节

当利未人到北方去呼召那些被掳掠的，当利未人到北方去呼召那些被掳掠的，

也要到耶路撒冷来守节的时候，

这些使者会宣扬一段历史这些使者会宣扬 段历史，

然后接着来呼吁

105 篇 跟 代上十六 经文是平行的，
 代上十六 大卫迎接约柜回耶路撒冷 代上十六 大卫迎接约柜回耶路撒冷
 105 篇 最初写作很可能是在这个背景，

被掳归回之后又引用这个片段被掳归回之后又引用这个片段，

成为这篇诗篇的信息内容

述 1-6 呼吁赞美，之后开始述史…
 7-15 列祖在迦南地，经历神与他们立约
 16-25 约瑟生平、他们下了埃及
 26-42 出埃及
 43-45 承受神的应许之地

讲述以色列整段的历史，接续着104 篇

104 篇 内容是创世记，讲述创造，形成个人性赞美诗
105 篇 延续了创世记105 篇 延续了创世记，

从出埃及记讲到在旷野时期、讲到进迦南的约书亚记时期

有很特别的修辞 ─ 赞美上帝、求告神之后，
开始讲述上帝在历史当中主要的作为开始讲述上帝在历史当中主要的作为，

是依据神的约、神的话…

6b 你们要记念他奇妙的作为和他的奇事，并他口中的判语。
8-10 他记念他的约，直到永远；他所吩咐的话，直到千代 ─

就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向以撒所起的誓。
他又将这约向雅各定为律例，，

向以色列定为永远的约。

这是与列祖族长时期所立的约。这是与列祖族长时期所立的约。

11 说：我必将迦南地赐给你，作你产业的分。，
应许列祖要将迦南地成为他们的产业。

15 说：不可难为我受膏的人，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说 不可难为我受膏的人，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
这是亚伯拉罕跟亚比米勒，上帝介入所说的话。

进入约瑟生平…
19 耶和华的话试炼他 直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19a 耶和华的话试炼他，直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
创世记上帝给约瑟的梦，让他居首不居尾…
咏史诗解释 上帝为约瑟生命的蓝图 是神的话咏史诗解释 ─ 上帝为约瑟生命的蓝图、是神的话

出埃及所施的十灾…
28 他命黑暗，就有黑暗；没有违背他话的。
31a 他说一声，苍蝇就成群而来。
34a 他说一声，就有蝗虫蚂蚱上来，不计其数。

最后结论…
42 这都因他记念他的圣言和他的仆人亚伯拉罕。

上帝在以色列历史当中上帝在以色列历史当中，
行事的原则是依据他的话、依据他守约施慈爱。

105 篇从结构 修辞 留意怎样诠释以色列的历史105 篇从结构、修辞，留意怎样诠释以色列的历史，

不只是讲述故事，更让人认识耶和华神行事的原则。



106 篇 是卷四的结语，也呼应 代上十六 ─
结尾语跟 是 致的结尾语跟 代上十六34-36 是一致的。

105 篇 看见神如何拯救以色列人、看见 如
神对选民的慈爱以及信实；

106 篇 讲述以色列的悖逆、选民对神的忘恩负义…

1-500 呼吁赞美、认罪
6 120 讲述出埃及的历史 显明上帝是大能的拯救者6-120 讲述出埃及的历史，显明上帝是大能的拯救者
13-33 在旷野的历史，突显以色列人忘记神、悖逆律法

述在迦南 彷 士师记的重34-46 讲述在迦南了，彷佛是士师记的重现，
他们一再的悖逆、而神一再的饶恕

整篇讲述许多以色列历史的片段，

47-48 呼吁赞美

整篇讲述许多以色列历史的片段，
同时劝勉百姓要从其中学功课。

在以色列悖逆的历史当中，上帝是如何对待选民？

看 并 神的怜悯 息1-5 可以看见人的悖逆并不能使神的怜悯止息，

在上帝公义的审判当中，仍有神丰富的慈爱！

上帝怜悯人，实在是人所不配得的…
 讲述了选民非常多的罪行

 相对却衬托出上帝是如何的守约、施慈爱，

仍然以救恩、以恩惠来相待

44-46 然而，他听见他们哀告的时候，就眷顾他们的急难，
为他们记念他的约 照他丰盛的慈爱后悔为他们记念他的约，照他丰盛的慈爱后悔。

他也使他们在凡掳掠他们的人面前蒙怜恤。

似乎是讲述 ─ 在士师时期，
在邻国的手下、受羞辱的时刻，在邻 手下、受羞辱 时刻，

神不断的后悔，挽回他们、怜悯他们。

照他丰盛的慈爱后悔 非常丰富描述上帝情感的字眼

在历史书、先知书也常常出现，
不同于人类「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后悔。

全知的上帝改变计划的时候，他是后悔…
上帝原本是要祝福，当神的百姓悖逆、转去行恶，上帝原本是要祝福，当神的百姓悖逆、转去行恶，

他们落在约的刑罚跟咒诅当中，

上帝要施行审判跟刑罚的时候，神后悔…上帝要施行审判跟刑罚的时候，神后悔…
 神深深的叹息，神必须按照他的公义降罚

 不只是机械化的报应律、因果律

当以色列百姓服了罪的刑罚 懂得回转归向神

 不只是机械化的报应律、因果律，

上帝的心会痛的

当以色列百姓服了罪的刑罚、懂得回转归向神，

 神就后悔、开始祝福他们…
 甚至预先说 甚至预先说 ─

当人改变行动作为的时候，他会后悔

这是在诗歌的体裁里，
有些非常丰富的修辞 让人认识上帝行事的原则有些非常丰富的修辞，让人认识上帝行事的原则…
不是一个道德律、不是一个因果律而已

是丰富 待 差遣先 选 而是丰富的期待人回头、不断差遣先知挽回选民

所以在咏史诗当中所以在咏史诗当中，
看见诗人、诗班的领袖带领着百姓，

从历史当中歌颂神作为的时候，从历史当中歌颂神作为的时候，

 讲述上帝怜恤人

 可是人又是如何的悖逆？ 可是人又是如何的悖逆？

咏史诗当中可以读到有这些的片段的经文咏史诗当中可以读到有这些的片段的经文，
帮助我们了解在历史、五经中的一些情境，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到底是怎么 回事。



23 所以，他说要灭绝他们；若非有他所拣选的摩西站在当中
（原文是破口） 使他的忿怒转消 恐怕他就灭绝他们（原文是破口），使他的忿怒转消，恐怕他就灭绝他们。

代祷好像 民数记 摩西在其中代求代祷好像
站在破口上

民数记 摩西在其中代求…
先知书 先知是一个代祷者，在防堵破口

今天这个世代 我们看见民族国家 大环境的危机今天这个世代，我们看见民族国家、大环境的危机，
属主的儿女我们应当怎么样也是站在破口上？

求主怜悯 让我们懂得成为 个体贴天父心肠的人求主怜悯，让我们懂得成为一个体贴天父心肠的人，

成熟的人看见破口的时候，会去防堵

不是成熟的孩子看到破口，

可能会继续扩大、把它越挖越大续

在研读咏史诗的当下，让我们从历史当中学功课，
能够懂得如何承担我们生命的职份能够懂得如何承担我们生命的职份，

也可以成为站在时代当中、以祷告来防堵破口的人。

祷告祷告亲爱的耶稣 谢谢你 祷告祷告亲爱的耶稣，谢谢你，

在咏史诗里，真实看见你是历史的掌权者，

历史是你的启示 你透过历史来启示你自己历史是你的启示、你透过历史来启示你自己。

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人生不是只有去追求成功，

也引导让我们渴望在我们的人生历史当中，

 不是显扬自己的名声、显扬自己的荣耀

 乃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从我们的软弱里面，

让人看见我们主的刚强、我们主的完全

恩待我们，让我们的一生也成为一篇咏史诗，

我们也渴望在你自己历史的作为当中 我们也参与其间

阿们

我们也渴望在你自己历史的作为当中，我们也参与其间，

因为顺服你，我们也成为一篇信息。

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