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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课  
單元一 哀歌(三)-咒詛詩 

 
一、咒詛詩：團體哀歌的衍生 

我们讲到咒诅诗，它在圣经里面常常被人讨论，也有很多人对这
个咒诅诗有很多的疑问。我们先要来问，在诗篇里面有那一些是咒诅
诗呢？诗篇里面有一些，它的字里行间里面，确实包含着有许多愤恨
与无情的咒诅，这一类的诗篇我们称它作咒诅诗。大部分的学者都同
意，像诗篇第 35 篇、59 篇、58 篇、69 篇第 22 到 25 节、27 到 28
节，还有像诗篇第 83 篇、109 篇、特别是 137 篇，都是属于咒诅诗。
因为在这些咒诅诗里面，都有对于敌人的一些诅咒的话。我们今天的
基督徒里面，很多人都觉得没有办法来接受，罗马书里面提到说：「只
可以祝福，不可以咒诅」，那我们怎样来平衡这两方面的关系呢？ 
 
(一) 咒詛的對象 

那我们先来看到诗篇里面，这些咒诅诗它到底咒诅的对象有那一
些? 
 
 1 第一个咒诅的对象，就是诗人个人的仇敌。这些个人，他们因为
自己的利益而诽谤诗人，追赶他们，威吓他们，逼迫他们，甚至击打
这些诗人。好像这个扫罗王他追赶大卫，押沙龍还有其他的军兵也来
追赶大卫，这些咒诅诗大概都是跟大卫有关。 

 
 2 第二种就是我们称作社会的公敌；这些人他们为富不仁，他们骄
橫、贪财，他们咒骂人，欺压人，毒害人等等的，造成社会上面的不
公、不义；造成社会里面的残暴等等的现象，我们称他们是社会的公
敌。 

 
 3 第三种就是抵挡上帝的外邦人，这个在团体的哀歌里面最多。这
些抵挡上帝的外邦人，他们也不信上帝，他们也不敬畏神，他们不怕
神，他们甚至拜偶像，得罪神。他们不仅是诗人的仇敌，他们也是耶
和华的仇敌。 
 
 4 第四个就是指到国家的仇敌，这些仇敌包括在大卫的时代攻击他
们的非利士人、以东人、亚们人等等。还有像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去，
有波斯帝国，有巴比伦帝国，有埃及等等，这些国家对以色列百姓都
有攻击的行为，而且用残暴的方法来对待他们，凌辱这些以色列百
姓。他们跟上帝的选民为敌，也就是跟上帝为敌。这个大概是我们看
到，这些咒诅诗里面提到这些仇敌，包含的范围。 
 
(二) 咒詛詩的內容 

而咒诅诗的内容，是我们很多人都感到非常非常的没有办法接受
的，但是我们要先来看看这些咒诅诗的内容，到底包含有那一些方面。 
 
 1. 有一种是比较温和的，无害的一些咒诅。比如说他呼吁神，求神
让那个仇敌羞愧、退后，让仇敌哑口无言。特別像在诗篇第 70 篇第
2 节里面讲到说，「愿那些寻索我命的，抱愧蒙羞，愿那些喜悦我遭
害的，退后受辱」。或者像诗篇 31 篇第 18 节里面讲到，「那撒谎人
的逞骄傲轻慢，出狂妄的话攻击义人，愿他的嘴哑口无言。」这是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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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使这些仇敌哑而无言；这种的咒詛呢，是比较温和的而且无害的。 
 

 2. 那另外有一些是比较天真的幼稚的咒诅诗，在这些诗篇里面，诗
人表现的像受人家欺负的小孩，要求父母亲为他來撑腰。比如说，他
求神使仇敌羡慕他，求神故意来为难他的仇敌等等。比如说在诗篇
23 篇第 5 节那邊讲到：「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
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有一些人讲到说，这個甚至像是，你在
我仇敌面前為我摆设筵席，让这些仇敌在旁边看到就流口水，他们很
羡慕。 

 
另外一种是求神故意来为难这些仇敌，好像诗篇 109 篇那邊讲到，

愿你派一個恶人来辖制他，派一个对头来站在他的右边，他受审判的
时候，愿他出来担当罪名，愿他的祈祷反成为他的罪。那個都是属于
比较有点天真幼稚的咒诅。 

 
 3. 但是在诗篇里面也有一些我们称作，是属于残酷无情的咒诅，那
就是我们讲到咒诅诗里面最厉害的。一种是求神置仇敵于死地，免得
他再来残害无辜。好比说诗篇 55 篇第 15 节那邊讲到，「愿死亡忽然
临到他们，愿他们活活的下入阴间。」58 篇第 10 节那邊提到说，「义
人见仇敌遭报就欢喜，要在恶人的血中洗腳」等等的。那这个有点像
我们中国人讲到，「壮士饥餐俘虏肉」，这个是有点类似在诗歌里面表
达他们对仇敌的愤恨。 

 
还有的是求神来赶尽杀绝，在 109 篇第 9 节到第 15 节里面提到，

「愿他的儿女为孤儿」，「妻子为寡妇」，「他儿女漂流讨饭」，「愿他的
后人断绝，不传于后代」，这是叫人要绝子绝孙的。还有 137 篇第 9
节，讲到说「拿你仇敌的婴孩摔在磐石上头，那人便为有福。」这个
是大概我们看到最厉害的一些咒诅。 

 
所以看到诗人对于他个人的仇敌，态度是比较温和的，咒诅最强

烈的，就是求上帝来咒诅那些他们国家的仇敌，求上帝使仇敌蒙羞，
使这些仇敌真的是完全灭绝。 
 
(三). 如何看待處理咒詛詩？ 

我们一般人怎麼样来看这些咒诅诗，历世历代以来，不同人对咒
诅诗有不同的态度处理的方法。 
 
 1. 一种就是忽略它，或者是否认它，认为与人类高尚的情操不符合；
与我们上帝恩赐的本性不相符；第三、这跟新约里面讲到要爱仇敌的
教训不相符；第四，这个是与诗人对神真正的信心不相符，因为他要
是相信上帝的话呢，怎麼会叫上帝来咒诅敌人，甚至灭绝敌人呢？这
个讲法我们必须接受，这是里面产生的问题，可是问题在那里呢？问
题就是如果我们忽略这些的咒诅诗，或者拒绝这些咒诅诗，虽然我们
可以免去许多的困扰，但是也会失去在诗篇里面许多宝贵的精髓。尤
其这些咒诅诗它都是分散在各个不同的书卷里面，在诗篇五卷里面都
有提到，甚至在一些赞美的诗篇当中，它也有讲到这些的咒诅。那麼
我们看到说它存在在這个地方，一定是有它特别的意义的。我们略过
不读就失去对上帝全面旨意的了解，如果我们认識说，这些咒诅诗就
跟上帝整个的启示不相合的话，事实上它就是存在在诗篇的里面。历



詩篇與智慧書：第五課 

 

3 

世历代以来的人，一直看这些诗篇，读这些诗篇，从这些诗篇里面得
到他们属灵的滋养，我们如果故意不读的话，那这方面的教训就失去
了，那就太可惜了。 
 
 2. 第二种，看这个咒诅诗篇，全然接受咒诅诗它的精神是良善的，
认为里面隐含的是上帝的奥秘，上帝的启示原本就没有错误，上帝的
启示原本就是美善的，但这个也带来一些问题。没有经过消化的知识，
是不完全的，不是真的知识。咒诅诗绝对不是上帝给我们深不可测的
奥秘。基督徒单单相信咒诅诗是上帝的啟示，却不知道这个启示它的
原因为何？那这个是我们一种迷信，我们没有办法从中间得到任何的
益处，惟有了解这个咒诅诗的含义，我们才知道怎麼样来应用，怎麼
在我们生活当中可以得到益处。 
 
 3. 第三种就是我们要认真的来面对这些咒诅诗，并且找出神的心意
和他的启示。所以忽略或者否认，或是全然接受，咒诅诗是上帝的美
善的旨意，里面甚至是有属灵的奥秘，这两种讲法都是不恰当。我们
应当是很认真的来追求，要明白上帝在这个咒诅诗里面，到底他的旨
意是如何，我们今天应当如何来应用它。不能因为这个咒诅诗带给我
们一些困扰，我们不太明白，我们就否定它。反而是应该更加的，仔
细来明白到底它的意思是如何。 
 
(四) 不同學者對解釋咒詛詩的意見 

现在我们来談談，不同的学者他们也曾经尝试着，要来解决这个
咒诅诗的问题。 
 1. 有一种学者认为咒诅诗代表旧约时代巫术宗教的精神，这是一种
用法术等等要来害别人的。不过这个我们应该可以立刻就拒绝它，因
为旧约圣经他虽然是引用到当时的一些巫术，法术，但是基本上都是
带着批判的态度。圣经里面知道附在这个世界上面的有人想用巫术、
法术来害别人，但是圣经讲到不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害别人。再有用
巫术或者说用法术要来害别人，基本上面就是对那些神明的一个嘲
弄，认为说我可以操纵这个神明，这个神明要听我的话，我用到一些
咒语等等的，就可以操纵这个神明来替我做一些对别人不好的事情。
这个是跟整个圣经里面的教训，讲到耶和华神他是独一的真神，这个
教训是完全不相合，我们的神他是独一的真神，我们对他必须是完全
的顺服，绝对的来听上帝的话，怎麼可以是，我来操纵上帝，要上帝
做一些对人不好的事情呢？ 
 
 2. 第二种讲到，说这个咒诅诗其实并没有真正的伤害人的灵魂，这
种讲法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所在。如果说这个咒诅诗只是对人今生的报
复，并没有伤害到仇敌他来世的灵魂。但是耶稣的教训却不是这样，
耶稣讲到我们恨人就是杀人，心中有淫念就是犯了奸淫。诗人其实没
有把真正的咒诅付诸行动，但是这样讲起来，他在那里咒诅别人，要
人家去死，这就是已经犯了杀人的罪了。因为他们不但是把是咒诅放
在内心里面，更是写成诗歌，叫别人来念诵，那这样的咒诅呢，是非
常非常的强烈的。所以这样的讲法，说这个咒诅并没有伤害到人的灵
魂，只是讲到对人今生的伤害，那这样的讲法是不能够自圆其说的。 
 
 3. 第三种讲法，是说诗人他并不是真正的希望或者是祈祷，而是预
言仇敌的结局。那这种讲法，讲到诗篇里面咒诅诗大概都只是未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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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预言到将来必定会发生的事情，我们在不管是中文圣经或英文圣经
里面，并没有把这个未来式，把它真正的翻译出来。不过问题就是，
这种解释它非常的牵强，因为还有许多的咒诅诗，它并不是用未来式，
而是用命令式，祈求上帝来做。好比说诗篇第 55 篇第 9 节里面讲到：
「主啊，求你吞灭他们，变乱他们的舌头。」在这个地方，吞灭他们，
变乱他们的舌头，就是向上帝的一个祈求，不是讲到未来式，不是单
单是一个未来的预言。诗篇 137 篇的第 9 节讲到说，「拿你的婴孩摔
在磐石上，那人便为有福。」这个里面更是一个强烈的愿望，求上帝
要来施行。 
 
 4. 再有一种讲法，认为说这个诗篇咒诅诗，它只是适用于旧约，而
不适用于新约。因为讲到旧约是一个律法的时代，新约是一个恩典的
时代。在律法的时代里面，讲究的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就
是要对人来报复。而在恩典的时代呢，是要「以德报怨」，别人打我
的右脸呢，我就連左脸也随他来打。但是像这样的讲法，其实是忽略
了几个方面，第一旧约的神也是新约的神，旧约里面的上帝他是一个
报复的神的话，新约里面的上帝，其实应该是同样一位上帝。我们不
能把这个上帝做一个割裂，说旧约的上帝是报复，新约的上帝是给恩
典，这两个讲法是不恰当的。 
 

再有呢，我们讲到说旧约里面，所谓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那个并不是给人动私刑来报复别人的一个方法。不是上帝給人的一个
命令，或者一个准许。这个「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呢，乃是给法
官量刑的一个标准，让这个法官有一个尺度；所犯的罪跟他所量的刑，
比例上面应该要相等。不能说犯的罪很轻，给他判的刑很重，这个在
法律上面就称作，比例上面不相符。所以法官判刑的时候，必须要符
合一般的公平这样一个原则。而不是给一般的人作为說，他打断我一
颗牙齿，我也要打断他一个牙齿；他打坏我一个眼睛，我也要打坏他
的眼睛，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的意思。我不可以代替上帝，我不可以代
替法官，来私自向他来报复，私自向他来动刑。上帝用这样的方法，
就是避免我们冤冤相报。因为人在这个冤冤相报里面，就难免会「过」，
或者是「不及」；结果世世代代就一直活在，一个冤冤相报的恶性循
环里面，那就太可惜了，这绝对不是上帝他的本意。 

 
还有我们在旧约时代里面，上帝所强调的就是要爱人如己，也讲

到说，不可以报仇，在利未记 19 章那邊，18 节就特别提到，「不可
以报仇，要爱人如己。」所以旧约里面其实基本的精神，也是要爱人
跟自己一样，这跟新约里面耶稣所讲到的，最大的诫命就是要爱上帝
跟爱人如己，是完全相符的。 

 
再有我们讲到在新约里面，难道新约里面就没有讲到咒诅的事情

吗？有啊，新约里面耶稣基督也曾经咒诅无花果树，保罗也曾经咒诅
那些传异端的人，在加拉太书的第一章第 8 节第 9 节，保罗就讲到说，
如果有人他们传另外一个福音，跟我所传的福音不一样，他就是可咒
诅的，保罗甚至咒诅那些要以行律法来称义的人。像有一个人叫做亚
历山大，他在加害保罗，保罗就咒诅他，这个记载在提摩太后书第四
章 14 节的里面。 

 
而彼得他在引用诗篇 109 篇第 8 节的时候，也讲到有关于犹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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咒诅，所以你看到不管是在新约还是在旧约里面，都是有有关于咒诅
这样的事情；耶稣有，保罗有，彼得也有，所以这个基本上面，是整
本圣经里面都有的事情。所以我们如果说，因为旧约是在律法的时代，
或是讲到诗人发出咒诅是合理的，以為新约没有咒诅的思想或是这些
的词句，这样的讲法是不能够自圆其说。其实整本圣经里面都有。那
麼这个问题是我们要怎麼样来面对它？ 
 
 5. 再有呢，有人讲到说咒诅呢，是说人在那里边捍卫上帝的名所发
的义怒。所以这些学者就认为咒诅是跟上帝的国度有关系的，以上帝
的荣辱为自己的荣辱，仇敌以任何方式来侵犯神的名的时候呢，诗人
就要挺身而出，为了上帝的缘故来咒诅仇敌。认为这种动机是正确，
他的行为也是正确的；在这点上面我们还要很小心。 
 
 6. 还有一种跟这个类似，就认为说，咒诅呢，是为维护社会的公义
所发的义怒。但是我们要注意到几点；如果咒诅诗是为维护社会的公
义所发义怒等等的话呢，那我们注意到诗篇里面不少的咒诅诗啊，其
实是大卫所写的。大卫贵为一国之君，他应该就是来伸张正义，让这
个社会有公平、公义。可是他没有去做，反倒在那边发出义怒，这个
不是跟他作为一国之君所担负的责任就不相符吗？所以义怒的解释，
或者可以阐释诗篇里的某一些诗篇，但是不能解决所有的难题。今天
社会上面也充斥着各种的罪恶，但是毕竟大部分人都不会口不择言地
说，愿他的儿女漂流讨饭啊，或是他的妻子变成寡妇，我们今天也不
会这样来作。 

 
(五)我们怎麼面对咒诅诗 对今天的信徒有些什麼样的意义 
    那麼我们怎麼样来面对这个咒诅诗呢？這对今天的信徒有些什
麼样的意义呢？我想有几个方面让我们来仔细思想。 

 
    第一个，咒诅诗它被放在圣经里面，代表说上帝在某一个程度上
面肯定了咒诅诗的意义，咒诅诗的价值。上帝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
的，在他的眼里面，罪就是罪，不能够妥协，也没有所谓的灰色的地
带。在圣经里面看到，当人犯罪，上帝就要刑罚他，上帝虽然怜悯罪
人，他不轻易的发怒，但是他也不会照着我们所想到的，对这些罪就
是完全的姑息。但是稀奇的事呢，从旧约到新约，多少个世纪，我们
都没有看到上帝对这些咒诅发出谴责，反倒是像彼得、保罗这些人呢，
他们分别引用诗篇，證明诗人的咒诅應用在犹大，还有那些背叛上帝
的人身上，这些咒诅真正就是实实在在，就是发生在这些人的身上。
就像一个讲到他们必然要遭遇到的，一些不好的遭遇的这些预言一
样，必然会成就在他们身上。 

 
    这为什麼上帝肯定这些咒诅诗的价值呢？我们有几个方面可以
来思想： 

 
    一个是讲到上帝他肯定，对于那些被仇敌攻击的人，从内心里发
出的愤怒，这是一个自然的反应，上帝了解人里面会有的这些反应。
咒诅诗最大争议的事情，就是说，你这个人，你是基督徒，怎麼对人
竟然却没有了怜悯的心肠呢？你怎麼没有去遵行上帝讲到，「爱人如
己」的教训呢？这个呢，我们对于讲到，有多少人他们没有真正的被
仇敌苦待过，没有被那些真正的罪恶压伤过的人，他们就讲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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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 
 

    我记得我去跟一些犹太人接触，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
候，被德国纳粹杀害了有 600 万人。这些人被关在集中营里面，被
送进瓦斯室里面，就被害死，甚至全家大小无一幸免。你说他们犯了
什麼罪吗？没有，唯一的就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被纳粹不喜欢，
他们就被杀害。那在这样的景况里面，你叫这些犹太人，就是完完全
全没有愤怒，没有感到痛苦，没有从内心里面对这些人发出咒诅，那
这个是太矫情了。因为你不在这个环境里面，你没有受到这样大的痛
苦。 

 
    人被仇敌苦待的时候，必然会产生出愤怒，这个我们毋须来否认
它，人对罪恶原本就是应该有一个恨恶之心。缺乏义怒的人，终究在
这个世界里面，会被罪恶所吞灭。所以我以前也碰到过有一些长辈就
讲到，如果你看到有一个人在那里咒骂上帝，如果你看到在社会上面
有一些人在那边欺压别人，而你竟然没有任何一点感到愤怒的感觉，
这个人实在是有很大的问题。因为他对罪不敏感，对上帝的公义审判
也就没有这样一个期望之心。结果到最后，原本以为说自己只是袖手
旁观，后来自己也变成了受害者。 

 
    再有一个我们讲到，上帝允许这些咒诅诗放在圣经的诗篇里面，
表示说上帝乐意人向他来发出倾吐、愤怒的这些情绪。上帝让人可以
自由的，坦诚的，敞开的，向他来发出这种愤怒的情绪，是他愿意让
人受伤的心灵可以得到安慰，得到医治。因为一个人他不否认他的愤
怒的情绪，他就把它很诚实的向上帝来倾诉，在这个倾诉的过程当中，
他就已经得着了上帝给他的医治，给他的安慰。因为他晓得说，上帝
知道，上帝了解，上帝也要来处理。我们面对不合理的事情，不法的
事情，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它。 

 
一种就是我自己直接来报复，自己来对付那些对人不好的人。但

对基督徒来讲，这个很显然是不适用。 
 
第二个就是压抑；压抑的话，心理学家就讲到，这是一个非常危

险的事情。我们现在把这些愤怒的情绪压抑下来，当它压到我们内心
深处，压到我们意识潜在的地方，在潜意识里面，到时候它就会爆炸，
就会冒出来，不但把自己害死，也把别人害死。 

 
第三种就是说我去跟别人沟通吧，但是这种有的时候，是过分天

真的想法。以为说我去沟通，他就必然要接受，但是很多时候这些人
不可理喻，他们在我们去跟他沟通的时候，反而对我们造成了第二度
的伤害。所以上帝讲到说，我们就把这些事情就完完全全向他来倾诉，
让上帝作为我们最后一个裁判者，上帝作为我们所有这些愤怒情绪的
一个疏通的管道。这样讲法也可以带领我们避免人真实的有这种报复
的行动。我们都会有夸张的想法，不过真正用字句来回应，和用行动
来回应还是会有很大的不同的。 

 
    我有一次就是看到有人在一个电影里面就讲到，他实在是被人家
激怒了，他非常的愤恨，他就讲说恨不得把你给杀掉。但是旁边有一
个人就抓住他的手，跟他讲说，你不是真正的想做这样的事情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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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愤怒的时候讲的话，跟他真正实际上面会带出来的行动，还是有区
别的，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如果我们在这个愤怒当中，把这个情绪都
向上帝来倾诉，上帝知道，上帝来解决，也避免我们就在冲动中间，
就做出了自己后悔的事情。 

 
    这个也再次提醒我们，就是与上帝更深的连接，講到说我跟上帝
就是紧紧的联合在一起的，我受伤，我被攻击，这是與上帝有關。我
把这些事情告诉上帝，让上帝来处理。再有，人把这些愤怒情绪告诉
给上帝，就是对上帝的主权的绝对的顺服。我自己不动手来加害于人，
自己不动手来报复，让上帝来处理，這是我们对上帝完全的顺服。 

 
    咒诅诗它在心理上面，也给我们一些心理的动力，我们可以这样
来讲。它第一個讓我們知道说，恨在这个世界上面的确是存在的。我
们面对这些的痛苦，面对无理的攻击，人产生愤怒、仇恨，这是在人
内心里面，一个自然的反应。 

 
第二个，这些咒诅诗让恨就有一个疏通的管道；不是用一个不恰

当的方式表达出来，而是把这些情绪完完全全都带到上帝的面前，由
上帝来亲自处理，所以这个让我们对于仇恨也有一个新的审视。仇恨
不见得是一个完全不好的事情，我们恨恶罪，我们恨恶那些攻击上帝
的人，这个就是站在上帝的这一边。而我们站在上帝这一边，让上帝
来处理，好像圣经上说，我们不要去报复仇敌，圣经上说：「伸冤在
主，主必报应」。那麼上帝亲自替我们来完成这些对付仇敌、审判罪
恶的事情。求主让我们对诗篇里面的咒诅诗，能够有一个更深更全面
的、平衡的一个认识。 
 
思考問題： 

1. 你以前對咒詛詩的看法如何？老師的講法你認同哪幾點？ 
2. 上帝讓咒詛詩被放在聖經裡面，目的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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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二：離合體詩,上行之詩 
 
二、離合體的詩篇（Acrostic） 
    现在我们看诗篇里面另外一个常常遇到的主题，就是诗篇里面有
一些我们称作离合体的诗，这个我们称作字母离合体的诗。 
 
 1. 名稱 
    英文里面稱作 Acrostic，Acrostic 是什麼呢？这些诗的特色就是，
希伯来文里面有 22 个字母，希腊文里面有 24 个字母，英文有 26 个
字母，我们用英文来作一个解说，因为我们中文里面没有字母的。 

 
    英文里面 26 个字母，ABCDEFG 这样下来，在诗篇里面有一些
诗，它可能第一句就用 A 作开头，第二句用 B 作开头，第三句用 C
作开头，像这种 ABCDEFG 这样顺序排列的，就称作字母离合体诗，
Acrostic；但是也有些诗它就再加以变化。可能第一句第二句都用 A
作开头，第三句第四句是用 B 作开头，这样每两句是用一个字母作
开头，另外两句用一个字母作开头，也是按照顺序这样來排列，这个
也是属于字母离合体的诗。这些诗，它按照字母的顺序来排列，在各
行或各段里面都有。 
 
 2. 類型 
    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一共有 14 首字母离合体的诗，哪 14 首
呢？我這邊列出来：如果是每一行用一个字母作开头，每一节就是一
个单行，这种像耶利米哀歌的第三章就是。 

 
第二种是每一行是用一个字母，而每一节是两行；像诗篇 111 篇，

诗篇 112 篇就是属于这种的。 
 
第三种就是每一节一个字母作开头，每一节是有两行，这个蛮多，

像诗篇的 25 篇，34 篇，119 篇，145 篇，还有像箴言的第 31 章第
10 节到 31 节，那个是讲到「论贤德的妇人」。还有就是耶利米哀歌
的第四章。 

 
    在这个诗篇第 119 篇大概是所有这些字母离合体诗里面，这个
是最伟大的一个成就，因为他是用每八节作一組，这八节就用一个字
母作开头。像诗篇 119 篇第一节到第八节，每一节都是用 A 作开头，
第九节到第十六节是用 B 作开头，依此类推，一共就有 176 节，因
为就是分配到希伯来文字 22 个字母，每一个字母都有八节。这个大
概是最完整的一个精致的版本了，它的主题就讲到耶和华的律法是何
等的可爱。 
 

第四种就是每隔一行有一个字母作开头，它每一节是有四行，这
是在先知书里面那鸿书第一章，它的第二节到第十节里面是这样的。 

 
第五种是每一节用一个字母作开头，而每一节是三行，这个在耶

利米哀歌的第一章跟第二章的里面是如此。 
 
第六种就是每逢第四行，或者每隔一节，每一节有两行，那就用

一个字母作开头，这个像诗篇的第 9 篇第 10 篇，这两篇合起来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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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字母离合体的诗。所以在像希腊文的译本里面，把这两篇合起来
变成一首诗。 

 
    还有是诗篇第 37 篇，诗篇 37 篇它是个字母离合体的诗，可是
在内容上面它是一个智慧诗，给人启发，得着人生的智慧。 

 
 3. 起源 
    那我们讲到字母离合体诗它的起源；字母离合体诗的起源，现在
已经没有办法考证。大概我们推测在有字母开始使用的时候，就已经
有这个字母离合体的诗。在巴比伦诗里面也有字母离合体的诗，但是
它不是按照字母的顺序来排列，而是列出某一个神的名字。比如说，
在这个字的旁边，每一行最开头的第一个字母合起来就变成「拿布
神」，这个變成一个字母离合体的诗。或是他用每一节最开头的字母
合起来变成一句话，比如说，我某某某是忠君敬神的一个唱诗的祭司，
这个他就用这个诗歌把它给表达出来。这个至少证明，在公元前 1000
年，这种的诗歌体裁已经广泛的被人来使用。 

 
    在公元前十五世纪，在以色列的北边，就是黎巴嫩，黎巴嫩再北
边就是叙利亚，叙利亚在靠近海边，对面是塞浦路斯岛，塞浦路斯岛
对面叙利亚的海边有一个地方叫做乌加列。乌加列这里有文献，它里
面有不少的泥版，上面是按照字母顺序书写的字母，而且有重复多次
的，好像是学生的练习写作。而最近在以色列那个地方，有一个出土
的早期的迦南文献，我们一般把它称作是最初的迦南文献了，它里面
也可以追溯到士师的时候，那个时候字母已经是在迦南人共同使用的
文字了。所以字母在那个时候已经是被大家广为使用，而这些文人雅
士呢，他们也会用这些字母来创作一些他们自己的诗歌体裁。 

 
 4. 角色功能 
    那麼我们讲到说，这些字母离合体的诗，它的角色跟它的功能是
什麼呢？第一个，这种诗歌体裁，让诗人可以来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华，
表达他们的思想。你看一个诗人他非常善用语言文字，而竟然能够用
这些诗词，来作成一首字母离合体的诗，那他的才华不是表现得非常
非常的好吗？这种的诗歌内容包括，对上帝的赞美，好像诗篇 111
篇，诗篇 145 篇，都是对上帝的赞美。也有是对上帝的抱怨、哀歌，
像诗篇的 25 篇，还有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歌一共有五章，大部分
都是用字母离合体的诗来写作的。还有一些是智慧诗，像诗篇的 37
篇，那都是用字母离合体的诗来写。 

 
有些诗呢可能是用来作为教導用，使学生容易记忆，好比说现在

我们有的时候，也会 ABCD 等等帮助人来记忆。像有时候在布道的
时候，我会说你一定要记得这个 ABCD，A 是讲到 admission，就是
我承认，B 是讲到相信，是 believe，C 是讲到 consider，就是要考
虑，D 就是讲到作决定 make decision。像这种你讲到 ABCD，就是
很容易把人带出来一个清楚的信息，就可以跟随。有一些教导上面让
学生就容易记忆，像诗篇 112 篇，诗篇第 37 篇，诗篇第 119 篇，都
是属于智慧诗，让人就可以按照字母的顺序，把上帝给我们的信息把
它就记錄下来。 

 
第三个讲到希伯来文诗字母离合体的诗，希伯来文字母一共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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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个，把这个字母离合体的诗合起来的话，就是代表说，从第一个
字母到最后一个字母，统统都包含在内。好像我们讲到说，在英文字
母里面从 A 到 Z，或者是在希腊文里面的，在启示录里面提到说，我
们的主，他是阿拉法，他是俄梅戛，阿拉法就是第一个字母，俄梅戛
是最后一个字母。这就讲到他是初，他也是终；他是起初的，他也是
末后的；这就代表说完整的，统统包含在内。所以这个里面隐含着完
全跟完美，意思统统都包含在里面；所以用这样的诗歌来称颂上帝是
非常非常合适的。好像诗篇第 111 篇是来称颂上帝的。或是我们来
称颂一个义人，像诗篇 112 篇；或者是称颂一个才德的妇人，像箴
言的第 31 章第 10 节到 31 节；这个才德的妇人就是一个完美的典范，
我们用一个字母离合体的诗来代表她，是非常非常恰当的。 
 
 5. 新約中沒有離合體詩 
    那麼有人问，在新约里面有没有字母离合体的诗呢？那回答就是
没有。新约的诗歌已经不多了，用字母离合体的诗来写的更是没有了。
不过早期的基督徒他们用鱼这个字，来代替一个传讲的信息。今天在
有些地方，基督徒也是喜欢用一条鱼画出来，代表耶稣基督。 

 
鱼在希腊文里面念出来是（IXTHUS），他用五个字母，这五个字

母刚好代表一个信息，第一字母 I，就代表耶稣 Iesus 了，第二个字
母 X 就代表基督，在希腊文里面就是 Xristos，第三个字母 TH 就是
代表神，就是 Theou 神的，第四个字母 U，是代表儿子，在希腊文
里面就是 Uios，最后一个字母 S 是代表 Soter，就是救主的意思，所
以如果连起来的话，就变成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我们的救主。 

 
    所以这个你看，用一条鱼来代表这个耶稣基督，实在是一个很好
很好的一个讲法。这个鱼在古代的信徒当中，他们有些人甚至把他用
作一个引号，用一个隐喻，用在他们坟墓的墓碑上面。所以我有一次
看到在一个坟墓的墓碑上面，就是上面有两条鱼，还有一个锚，那个
锚是代表我们对上帝的敬畏，信心是抛锚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所以这
个旧约的字母离合体的诗，实在是给我们很多很好的一些思想。 
 
三、上行之詩 
    好，我们现在来看到在旧约圣经里面，还有一类的小诗歌集，我
们称作上行之诗。上行之诗是在诗篇在第 120 篇到 134 篇，一共有
15 篇，这个组成的小诗歌集，可能呢，我们可以再加上这个后面的
诗篇 135 篇、136 篇、137 篇，这个就是上行之诗的一个附录。 
 
 1. 名稱：我们先讲到上行之诗的名称；上行之诗，有一些人从它一
些的文体来解释，有一些人从它的历史来解释，有一些人从它的礼仪
来解释，说明这个上行之诗。 
  1) 從文體來解釋： 
    由文体来解释，认为说这个上行之诗里面，它的内文都是阶梯式
的，它的前一行的词在下一行的里面，会再用到它，好像阶梯一样，
就往上来升。不过这种现象不只是上行之诗里面有，在其他诗里面也
是有。而且在上行之诗里面，这样的情形出现也不是一次。我们用一
个比较有名的例子就是诗篇第 121 篇，讲到说：「我要向山举目，我
的帮助从何而来」，这在第 1 节，第 2 节讲到说，「我的帮助从造天地
的耶和华而来」，所以第一节里面有一个字，到第二节里面也出现到。



詩篇與智慧書：第五課 

 

11 

但这种情况在其他的一些上行之诗里面，并不一定都是那样显著。 
 
  2) 從歷史來解釋： 
    第二种的解法，是认为说这个上行之诗，我们从历史上来看它。
有一些学者认为，这些的作品都是在被掳的百姓，在巴比伦最后一年
所写的，他们回来的时候，就重建圣城跟圣殿。但是我们有一个问题，
就是在上行之诗里面，明显的有一些，它是在被掳归回之后才写的，
这个不能够作一个合理的解释，所以这样的讲法被接受的不多。 
 
  3) 從禮儀來解釋： 

再有，有比较多的人由礼仪方面来解释，这个也有三种的讲法。 
(1) 猶太人的傳統： 

    第一种是犹太人的传统，讲到说，这十五篇诗篇代表，就是圣殿
从妇女院到以色列的院，一共有十五个台阶。每年住棚节的最后一天，
利未人在这些台阶上面就吟唱这些诗篇，为百姓来祝福，来祷告。不
过这样的讲法，我们从圣经诗篇里面，并不能得到一个直接的证据来
证明它。 

(2) 大祭司的祝福： 
第二种讲到说这个上行之诗，是大祭司为百姓的祝福祷告，它这

个代表在民数记第六章 24 到 26 节里面讲到，大祭司代表上帝，为
百姓来祝福祷告。这样的祝福祷告呢，可能是在从圣殿的台阶上面，
祭司在上面，百姓在下面，祭司为百姓来祝福。有点像我们今天教会
里面聚会结束呢，牧师传道人为弟兄姊妹来祝福祷告，类似这样子。
但是我们看诗篇 120 篇到 134 篇里面却有一些诗篇好像跟这个没有
直接关系，像诗篇的 124 篇，126 篇，和 131 篇，它们都没有这个
祝福的字眼。不过整个诗集里面确实，我们可以看到祭司为百姓的祝
福，这个主题是相当明显的，虽然不是在每一篇诗篇里面都有，但整
体来看，确实是有。 

(3) 朝聖詩： 
    我们今天比较接受的讲法是第三种讲法，就是这个上行之诗是属
于朝圣诗。以色列百姓他们被掳到外邦去了，归回来以色列之后呢，
他们又重建了圣殿，他们每年的三次守节的时候，逾越节，初熟节，
还有住棚节，这三个节期他们去圣殿里面朝见神，他们在一路上面，
就唱这些诗歌。这可能是最主要的一个讲法。以色列百姓他们住在其
他地方，是在比较低的地方，耶路撒冷城是在比较高的地方。他们从
自己的家乡出发，往耶路撒冷去，就是往高的地方走。所以不但是身
体是在往上面走，连他们属灵的生命也是在不断的提升，用这个来称
呼这些诗篇就叫做上行之诗，我想是最恰当的一种讲法。 
 
 2. 各詩的異同 
    现在我们看到诗篇 120 篇到 134 篇，这些诗歌之间的一些的异
同。相同的呢，我们注意到， 
  1) 第一个，上行之诗一般都很短，不超过 8 节 10 节，有的甚至只
有 3 节，只有一篇是非常长，就是诗篇的 132 篇。不过我们注意，
这一篇它是一篇弥赛亚诗，跟整个上下文，它就要点出一个主题。弥
赛亚诗我们会另外看到，它是分散在圣经诗篇里面每一小诗歌集的，
它好像是一条线，把整个诗篇就串起来。 

 
  2) 第二个，这个上行之诗，都是以锡安为中心。十五篇里面有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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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讲到耶路撒冷，有三篇讲到锡安，另外也称呼以色列是一个宗教的
团体，或是用比喻，用房屋，用这个城来指着这个圣殿跟圣城，所以
它是以锡安作它的一个中心。只有两篇就是诗篇的 120 篇,121 篇没
有特别讲到锡安。那我们读 120 篇 121 篇，那就是上行之诗的最开
头了，比較像这个人呢，在遥远的地方，在遥远的异邦，他们盼望能
够回到圣城，能够到锡安山来朝见上帝。 

 
  3) 第三我们讲到各个诗的起源；有一些诗我们可以比较确定，是
被掳之前就写的，像诗篇 122 篇，131 篇到 133 篇，这都是大卫上
行之诗。被掳其中写的像 123 篇；被掳归回时候写的像 120 篇，124
到 126 篇，128 到 130 篇；另外还有一些我们不是非常清楚在什麼
时候写的，像 121 篇，127 篇。127 篇有些人认为是所罗门所写的，
还有一个是 134 篇，这是上行之诗里面最后的一篇了。 

 
  4) 各诗的形式，或是讲到它的内容；诗篇 127 篇是一个智慧诗，
诗篇 128、129 篇是单单对锡安的一个祝福祷告。132 篇我们称它是
一个君王诗或者是弥赛亚诗，这一篇在整个上行之诗里面是最特别的
一篇，因为它最长，而且講到主題，就是君王他要建造聖殿成為他們
敬拜的中心。124 篇是一个个人的感恩，可是这个个人感恩后来就变
成了团体的感恩。 

 
    还有团体的哀歌，这个在 120 到 134 篇里面有几首，像 123 篇，
125 篇，126 篇，还有 130 篇。特别是 130 篇，它是一个悔罪诗，
所以你看到这个上行之诗呢，它各种各类都有；有智慧诗，有锡安诗，
有君王诗，有个人感恩，有团体的哀歌。 

 
 3. 本詩集的結構 
    那我们再看这个诗集它的结构，诗篇 120 篇到 122 篇，它好像
是一个人的独唱。120 篇讲到他们能够从被掳的地方归回，121 篇讲
到他们遥望圣山，122 篇讲到进入圣城。然后再接下来 123 篇到 126
篇，这都是团体的诗篇；123、125 跟 126 篇都是团体的哀歌，124
篇这是团体的感恩跟赞美，证明上帝已经垂听了他们的祷告跟呼求。 

 
    127 篇跟 128 篇两篇就合成一组诗歌，这是教导诗，教导以色列
百姓要为圣城来求平安，得祝福。教导这些到锡安朝圣的人，他们对
上帝有一个敬畏的心。而 129 篇这是一个锡安的诗。130 篇到 134
篇这自成一组，这五篇，特别是讲到有关于锡安的盼望跟祝福，而且
以弥赛亚作为它整个的中心。 

 
    那我们把它作一个解说；130 篇这是一个悔罪诗，盼望能够得着
上帝的救赎，它里面有一個很有名的句子就讲到说，他盼望上帝的拯
救，就好像守夜的人盼望天明一样。131 篇是一首信靠诗，130 到 131
篇引入了团体的盼望跟信靠。132 篇是这五首诗里面中间的一篇，它
是一个君王诗，对弥赛亚的盼望。而以下的两篇就是回应这篇诗篇。
有了君王的盼望，就带来 133 篇对锡安的祝福，这是百姓来祝福祭
司；而 134 篇是祭司的祝福，是祭司为百姓来祝福。所以这个 130
篇到 134 篇就自成一组，前面是悔罪跟信靠，后面是为锡安跟祭司
来祝福，而整个的中心就是在第 132 篇，就是有关于弥赛亚的一个
预言的诗篇。这就把整个上行之诗作了一个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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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唱一首希伯来文的诗歌，给大家听，诗篇
第 121 篇的第一节跟第二节，讲到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
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在希伯来文里就称作，我用这
样来唱： 

 
    我解说一下，（nasa＂：H5375)是讲到举起， 
(’‵a’yin：H5869)是我的眼睛，（nasa＂‵a’yin）是我举起我的双眼， 
(、el-har）这是向着山，（nasa-a’yin-el-harin）就是我要向山来举目，
（min-‵ayin′-bow）就是说从那里来，（min-‵ayin′）这是两个字，（min）
是从，（‵ayin′）是那里，（min-‵ayin′）是从那里， 
（、ezer：H5828）是讲到我的帮助，（bow：H0935）是来， 
（bow-ezer） 就是我的帮助从那里来， 
（min-‵ayin′－bow-ezer）是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它第二句讲到：ezer-im-Adonai 我的帮助是从耶和华而来，e-zer 是
我的帮助，‵im 是从，Adonai 就是主，我们中文是讲「耶和华」，但
是以色列人呢，他们凡是碰到「耶和华」的部分呢，他们就用「主」
来代替，「主」在希伯来文里是 Adonai，就是‵im-Adonai，那這 Adonai
他是谁呢？他创造天地的这位神，创造在这个地方是用‵asah′，天是
（shama′yim：H8064），地是（‵e′rets：H0776），所以他是创造天
跟地的这位神。 
 
思考問題： 

1. 新約聖經有沒有離合體詩？初代教會的信徒用哪一個符號來表
達他們的信仰？ 

2. 上行之詩對今天的基督徒有沒有意義？你認為它們有何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