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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序言 ─ 第一、二篇

蒙福之路蒙福之路
诗篇第一篇 ─ 整个诗篇的引言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 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1 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2 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3 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

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4 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

5 因此 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5 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

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

6 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6 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

‧福 ‧两种人生‧两种树木‧两种道路‧敬畏神是蒙福的条件

一个人蒙福、遭祸，不在乎命运，

也不在乎本身的天赋，更不是环境；

而是人生的态度和方向，决定了祸跟福。

有福的人是敬爱上帝的人，有福的人是敬爱上帝的人，

以上帝的话语做他行事为人最高准绳；

像一棵常青的树 栽在溪水边 按时候结果子像 棵常青的树，栽在溪水边，按时候结果子

有祸的人却是心中没有上帝，在世界随波逐流的人。

像糠秕被风吹散 没有人会纪念他像糠秕被风吹散，没有人会纪念他。

一个人敬畏上帝、讨他的喜悦，做一个真正有有福的人福的人；

能够对过去无悔 对将来没有害怕能够对过去无悔、对将来没有害怕、

对生活没有忧虑、对工作不用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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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来文诗篇第一篇第一节 (由右至左)

福福
2这人便为有福！ 复数，可以翻译成「多福兮」

真正敬畏上帝的人 可以得到上帝给他多重的祝福

什么是福福呢？

真正敬畏上帝的人，可以得到上帝给他多重的祝福。

什么是福福呢？

中国人 ─ 多福、多寿、

多男子 多子多孙多男子、多子多孙

福、禄、寿、喜、财，这些就是福
字典 意 备字典 ─ 吉祥如意、百备、百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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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里的有福之人

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人类的始祖， 夏娃，
上帝给他们命令 ─ 也就是祝福。

上帝要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帝要他 生养众多、遍满全

这就是上帝给人的第一个福。

以撒，亚伯拉罕的儿子，被称做「蒙福之子」
看到他真是得着天时、地利、人和

以撒的儿子雅各，孤身一人离家出走，

后来得着儿女成群、牛羊无数、衣锦还乡，后来得着儿女成群、牛羊无数、衣锦还乡，

也是一个有福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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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里讲到的福，更超越这一切

6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6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

福，是一个人在这世界上就有路，
是 条直的路 不是弯曲的路是一条直的路，不是弯曲的路
顺境时有路，逆境时也有路

今生有路 连到来生都有路今生有路，连到来生都有路；

今生会结束，

却引导我 进 永却引导我们进入永生

有祸的人，

就是在这个世界上走投无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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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得福是要有条件的

消极的禁止
积极的指引，

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消极的禁止，
好像讲到「不不不」

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指引神的法则

上帝晓得这些条件，我们自己没有办法遵行，他就帮助我们

来四16 我们可以来到施恩座前来四16 我们可以来到施恩座前，
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我们随时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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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是义人的人生，一种是恶人的人生
恶人
不知道上帝、也不认识上帝的人

罪人 ─ 知道有上帝，

却行事为人不合上帝标准的人

亵慢人 ─ 知道有上帝，

却故意领导人来违抗上帝的人，

破坏上帝的标准，破坏上帝的公义

义人
合乎上帝标准的人合乎上帝标准的人

中文「义者宜也」，就是合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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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里第一个提到的义人是挪亚

创六 挪亚是 个义人 在当时的世代里面创六 挪亚是一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里面，
他是一个完全人，挪亚与上帝同行。

他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完全人呢？
因为挪亚在上帝眼前蒙恩；挪 在 帝 蒙 ；

这是我们成为义人的先决条件。

神 行神 行与神同行与神同行，就是与上帝有同一个方向、同样的步伐，

同一个心志，完全以上帝做他人生的中心；；

这是得着上帝称他是义人的一个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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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人所代表的树木，

是上帝所喜爱、所拣选、刻意栽种的树木，

有福的人 不是看他在顺境是否安稳妥当

栽种在溪水边，有上帝细心的照顾、看管看管。。

有福的人，不是看他在顺境是否安稳妥当，

更是在苦难中，有没有力量跟平安？

不是看他 时的富足不是看他一时的富足，

而是看他在世上的富足能不能长存？

这些树是按时候结果子，

供应人饱足，也让人感到喜悦。供应 饱足， 让 感到喜悦。

果子最美丽的时候，就是让人享受的时刻。

‧福 ‧两种人生‧两种树木 ‧两种道路‧敬畏神是蒙福的条件

果树 ─ 不是圣诞树

圣诞树是人工装饰上去的圣诞树是人工装饰上去的，

过不久树就枯干了，装饰也要拿下来

果树是一个生命的有机体，
生命的自然流露；

每年都会结果子，

有福的人不在于自己享受了多少

让人来享受它的甘甜。

有福的人不在于自己享受了多少，
而是别人从他身上能享受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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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人 ─ 叶子也不枯干
叶子就是显出树的荣耀跟华美。叶子就是显出树的荣耀跟华美。

3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按时候结果子 叶子也不枯干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

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先着重在结出果子，让人得着丰富跟满足

本身叶子不枯干，能够显出荣耀跟华美本身叶子不枯干，能够 出荣耀跟华美

结论：凡他所行尽都昌盛，

不仅讲到事情上昌盛，而是这个人本身就昌盛，不仅讲到事情上昌盛，而是这个人本身就昌盛，

上帝看人，是比事情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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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人却不是这样

4恶人乃像糠秕被风吹散 被丢掉 不重要4恶人乃像糠秕被风吹散，
5审判的时候必站立不住；

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

被丢掉，不重要
将来
现在

虽然在今世，罪人和义人都同时并存，

0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 现在

虽然在今 ，罪 和义 都同时并存，
可是将来在上帝的国里面，罪人是要被灭绝灭绝的的。

奥古斯丁：就好像今天的教会，代表今世的人，奥古斯丁 就好像今天的教会，代表今世的人，

有好人、也有坏人

有真正相信上帝的人、也有人还没有认识上帝认识上帝有真正相信上帝的人、也有人还没有认识上帝认识上帝

但是到了有一天，就要把这个稗子跟麦子麦子分出来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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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人的道路 消极方面 严拒罪恶义人的道路 ─消极方面，严拒罪恶

不从恶人的计谋、 内心思想、隐藏的计谋隐藏的计谋
不站罪人的道路、

不坐亵慢人的座位

实际行动、公开的罪行公开的罪行
居领导地位、公然反对神公然反对神

抗拒 的力量

义人坚决的拒绝恶人的作为跟他们的思想。

抗拒罪恶的力量从哪里来呢？弗二1-2

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我们行事为人，
就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我们彷佛死鱼一样，就是只能够顺着河水来漂流。来漂流。
抗拒邪恶的力量抗拒邪恶的力量，

乃是从新生命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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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人的道路 积极方面义人的道路 ─ 积极方面

2 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1. 默想 ─ 不是佛教「打坐、坐禅」，要人什么都不要想

圣经讲到的默想乃是有内容的圣经讲到的默想乃是有内容的，

让上帝的话充满在我们内心当中，

人就浸在真理的洪流里面人就浸在真理的洪流里面。

反复思想神的话，

作人生的指引 行事为人的准绳作人生的指引，行事为人的准绳。

基督徒默想，

就能把圣经贯连起来，对神的真理有全面的认识。

默想是需要操练的，就能够前后融会贯通、熟能生巧。

‧福 ‧两种人生‧两种树木‧两种道路 ‧敬畏神是蒙福的条件

义人的道路 积极方面义人的道路 ─ 积极方面

2 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2. 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 「喜爱」也可以操练
越喜爱就越默想 越默想就越喜爱越喜爱就越默想，越默想就越喜爱，

不只是遵行神的话，也是从内心喜爱上帝。

昼夜思想3. 昼夜思想
公众的生活、个人的独处；人见得到、人见不到的地方人见不到的地方……

都可以在上帝的引导眷 当中

圣经里道路被上帝特别记念 ─
都可以在上帝的引导眷顾当中。

约瑟默想上帝的话，在顺境、逆境中，

都可以看出上帝的旨意、带领。



诗篇第二篇 ─ 君王诗

1 外邦为甚么争闹？万民为甚么谋算虚妄的事？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1 外邦为甚么争闹？万民为甚么谋算虚妄的事？

2 世上的君王一齐起来，臣宰一同商议，

要敌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要敌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

3 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

4 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4 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

5 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

6 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6 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 我的圣山上了。

7 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

耶和华曾对我说：耶和华曾对我说

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

诗篇第二篇 ─ 君王诗

8 你求我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8 你求我，
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

9 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9 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

你必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摔碎。

10 现在 你们君王应当省悟！10 现在，你们君王应当省悟！

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

11 当存畏惧事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当存畏惧事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

12 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

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

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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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第二篇 耶稣作王诗篇第二篇 ─ 耶稣作王

 马太福音第一章 ─ 耶稣作王、降生，

第二章 ─ 东方的博士来朝拜他。

 创世记第一章 ─ 上帝造人，

第二章 ─ 上帝要人在这个地上作王，

要人来管理他所创造的一切，与上帝一同做王。

二1-3 诸王反叛天上的君王

人运用他们的权力 来反抗上帝人运用他们的权力，来反抗上帝；

上帝所设立的统治者，竟反对上帝的统治。

谋算谋算跟昼夜思想是同 个字谋算谋算跟昼夜思想是同一个字，

个人心中的意念谋算，竟然都在反对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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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

人怎么能够用脚来踢刺呢？

6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 ─我的圣山上了。

人怎么能够用脚来踢刺呢？

真正的统治者，地上的君王不能够抗拒他。

7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
有同等的神性、荣耀、、权柄权柄。。

从死里复活

9用铁杖打破他们 上帝赐给他权柄，统管全地

以敬畏的心，来尊敬上帝所立的这个君王，也就是神的儿子。



诗篇序言 ─ 第一、二篇

蒙福之路蒙福之路
诗篇第一篇 ─ 蒙福的途径

义人的道路义人的道路

恶人的道路

诗篇第二篇
尊敬上帝所设立的儿子，

敬畏他就成为我们蒙福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