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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歌在六十六卷当中存在的地位，

在帮助我们了解 ─
上帝透过创造男女的爱，彰显他的爱。

圣经里面好多诗歌体…
亚当之歌 这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亚当之歌 ─ 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雅各对十二支派的祝福 创世记四十九章

出埃及 过红海 米利暗之歌 出埃及记十五章出埃及、过红海，米利暗之歌 出埃及记十五章

迎约柜 民数记第十章 约柜之歌
巴兰祝福以色列的巴兰之歌 民数记二三 二四章巴兰祝福以色列的巴兰之歌 民数记二三、二四章

摩西临死之前 申命记三二章

摩西 申命记三三章 对以色列的祝福摩西 申命记三三章 对以色列的祝福
 士师记第五章 底波拉得胜敌人
 撒上二1-10 哈拿生了撒母耳撒上二1 10 哈拿生了撒母耳

诗歌体是彰显人对上帝的爱的感恩，雅歌是累积成大成。

雅歌一 开始就在谈爱情，

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歌，

雅歌第一章 愿他用口与我亲嘴，雅歌第 章 愿他用 与我亲嘴，

谈人类五伦当中最亲蜜的关系 ─夫妻。
人类是从婚姻开始的，人类是从婚姻开始的，

创二 上帝创造亚当跟夏娃之后开始婚姻

人类结束的时候 启十九 羔羊婚娶来作总结人类结束的时候 启十九 羔羊婚娶来作总结

耶稣 约翰福音 借着在迦拿用水变酒的神迹，

开始他事奉的起点开始他事奉的起点

施洗约翰用婚筵来比喻主

如果没有雅歌 ─
你不能体会夫妻的爱，

更不能体会上帝对人的爱。

二十世纪的学者逐渐体会到，
这本书不单单在谈神跟人之间的神圣之爱这本书不单单在谈神跟人之间的神圣之爱，

其实非常赤裸裸的表达男欢女爱，

很直接 又非常含蓄 透过希伯来文诗歌体的特征很直接、又非常含蓄，透过希伯来文诗歌体的特征，

表达比酒更浓、更黏、更久长的爱。

一13-14 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没药，常在我怀中。
我以我的良人为一棵凤仙花，在隐‧基底葡萄园中。

平行体
我以我的良人为 棵凤仙花，在隐 基底葡萄园中。

希望拥有对方，两个肉身的结合

五9-10 「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
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就这样嘱咐我们？」

对话
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就这样嘱咐我们？」

「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

用对话凸显出男女之间相爱，其他都不重要了。



暗喻
二3-6 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

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
他带我入筵宴所，以爱为旗在我以上。

求你们给我葡萄干增补我力，给我苹果畅快我心，
因我思爱成病。他的左手在我头下；他的右手将我抱住。

在讲两个相好、相爱、拥抱、相融、相合，融在一起的爱。

重复 六4-5 我的佳偶啊，你美丽如得撒，
秀美如耶路撒冷，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

求你掉转眼目不看我 因你的眼目使我惊乱

重复

求你掉转眼目不看我，因你的眼目使我惊乱。
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

四1 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四1 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
你的眼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眼。

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

用各样的比喻来描绘，重复对爱人的相思、想念…

七1-6 王女啊，你的脚在鞋中何其美好！象征
你的大腿圆润，好像美玉，是巧匠的手做成的。

你的肚脐如圆杯，不缺调和的酒；
你的腰如一堆麦子 周围有百合花你的腰如一堆麦子，周围有百合花。
你的两乳好像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

我所爱的，你何其美好！何其可悦，使人欢畅喜乐！我所爱的，你何其美好！何其可悦，使人欢畅喜乐！

雅歌描绘男女的身体 ─ 用象征，非常细腻。

对比对比 三1-5 我夜间躺卧在床上，寻找我心所爱的；
我寻找他，却寻不见。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

我问他们 「你们看见我心所爱的没有 」我问他们：「你们看见我心所爱的没有？」
我刚离开他们就遇见我心所爱的。我拉住他，

不容他走 领他入我母家 到怀我者的内室不容他走，领他入我母家，到怀我者的内室。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不要惊动、

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

白天、晚上，那种对比，呈现出他像神魂颠倒一般。

我妹子 我新妇 你的爱情何其美

田园景色布局
四10-11 我妹子，我新妇，你的爱情何其美！

你的爱情比酒更美！
你膏油的香气胜过 切香品你膏油的香气胜过一切香品！

我新妇，你的嘴唇滴蜜，好像蜂房滴蜜；
你的舌 有蜜 有奶 你衣服的香气如黎 嫩的香气你的舌下有蜜，有奶。你衣服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气。

他用田园、用景色，是他们恋爱过、去看大自然的地方。

希伯来文的作者，用希伯来文的 ─
平行 对话 暗喻 重复 象征 对比 情景 布局平行、对话、暗喻、重复、象征、对比、情景、布局，

发出来男女之间思念的爱，起承转合所爆发出来的张力，

道尽人间天下爱情事道尽人间天下爱情事。

古今中外文学家的重点在男女的爱情，

正是雅歌告诉我们 上帝把爱给我们正是雅歌告诉我们 ─ 上帝把爱给我们，

男女相爱是可以的，那种缠绵悱恻的、、情愫的情愫的雅歌雅歌。。

八6-7 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带在你臂上如戳记。
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 嫉恨如阴间之残忍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嫉恨如阴间之残忍；

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
爱情 众水不能息灭 大水也不能淹没爱情，众水不能息灭，大水也不能淹没。

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
就全被藐视就全被藐视。

圣经的作者只有八章，把男女之间的爱 ─经的作者只有八章，把男女之间的爱
用非常高超、高雅、又很神圣，

很贴切、很自然、很神圣的那种对话…很贴切、很自然、很神圣的那种对话…

这本书在谈爱，上帝的名字只出现在 第八章六节

耶和华的 焰耶和华的烈焰，真正的爱是出于上帝，

是从神来的，因此男女之间是可以相爱的。

留意婚姻很贵重，婚姻五千万！



1. 千万要珍惜这旷世绝配 ─ 有人说…

时间时间对等待的人是太慢了，对畏惧的人是太快了，
对悲伤的人是太长了，对欢乐的人是太短了，

有 爱 间 在只有对相爱的人、时间是不存在的！
看到他，恨不得他就永远跟我在一起。

一6 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
书拉密女子的背景跟所罗门王不一样，外表不一样，

五7 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打了我，伤了我…

好不容易碰在一起，甚至将来进入婚姻，珍惜他。

五 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打了我，伤了我
恋爱的过程会有人反对的，就要想到 ─

太十九 若不是上帝配合的，人不可能成全。太十九 若不是上帝配合的，人不可能成全。

上帝给的爱是很宝贵的 ─ 爱情是耶和华的烈焰，

愈好的东西要愈小心保守 即使年纪在老化愈好的东西要愈小心保守，即使年纪在老化，

初恋见到他的样子，仍然是现在看到他的样子。

2. 千万要遵守属灵家训

八6 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带在你臂上如戳记。

再痛，我恨不得有她！再痛，我恨不得有她！

要爱人如己，对不对？

结婚以后谁是你的邻舍？旁边睡觉的那一个结婚以后谁是你的邻舍？旁边睡觉的那 个。

夫妻要建立在爱 ─ 这是耶和华的爱情如死的坚强，

妻子爱丈夫 为丈夫而活 丈夫爱妻子 为妻子而而死死

幸福的婚姻不是理所当然的，
时的幸福不等于永远的幸福

妻子爱丈夫 为丈夫而活，丈夫爱妻子 为妻子而而死死。。

一时的幸福不等于永远的幸福。

很多人、男女影星、甚至婚前性行为，

因为儿女的缘故怀孕了，被逼了成婚，

后来搞离婚，更多的痛苦。

幸福的婚姻是要保养的，是要守属灵的家训的。

2. 千万要遵守属灵家训

男人 女人都懂得保护身体 却不懂得保养婚姻男人、女人都懂得保护身体，却不懂得保养婚姻，
懂得保护车子，却不懂得保护你的女人。

女人是奇妙的生物 当真心打动她之后女人是奇妙的生物，当真心打动她之后，

她会不断地为你付出，直到终老一生。

那个过程常常要一段时间 ─ 开始是被她迷着了，

进入婚姻才发觉 ─不，她不是你所想的进入婚姻才发觉 不， 是你所想

开始挣扎，八年之痒推翻你们的婚姻

一个基督徒教练，妻子到六十岁才发觉 ─
他，我的先生，等到现在才知道，他，我的先生，等到现在才知道，

是我梦寐以求的丈夫。

先生在成长 自己也在成长 接纳 到死的时候先生在成长，自己也在成长，接纳，到死的时候，

如死之坚强！

3. 千万留心后花园的小狐狸

二15-16 要给我们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
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

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

婚姻的领域非常小，只能容许两个人，不容许有第三者。婚姻的领域非常小，只能容许两个人，不容许有第三者。

有人研究，婚姻结婚几年以后 ─
10% 亲亲热热，40% 不冷不热，10% 亲亲热热，40% 不冷不热，

50% 水深火热，
牧师给你结婚证书，不等于拿到结婚保证书。

真正的爱是有嫉妒的 ─
 八6 嫉恨如阴间之残忍 不容许有别人的

牧师给你结婚证书，不等于拿到结婚保证书。

 八6 嫉恨如阴间之残忍，不容许有别人的

 林前十三 有点分开的地方，爱是不嫉妒 ─
是不嫉妒不属于你自己的是不嫉妒不属于你自己的

结婚、二人合为一体的时候，不容许有第三者。



3. 千万留心后花园的小狐狸

合为 体 第 嫉妒二人合为一体，如果第三者出现，妳应当会嫉妒…
如果妳里面没有嫉妒，表示你们爱情是死的

真正的爱是有嫉妒的，

不容许别人让你的婚姻被破坏

这个夫妻的爱，

像亚当对夏娃的爱，是从上帝来的
超过人间的五伦，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不如夫妻

保罗用夫妻来对比基督跟教会

不容许别人插进来，不容许有婚外情，
包括工作 网路 电脑 音乐 工作 事奉包括工作、网路、电脑、音乐、工作、、事奉。

传道人更是如此，

不要跟别人协谈的时候 让别的女生吸引你不要跟别人协谈的时候，让别的女生吸引你，

让你对妻子的爱情减少，甚至有婚外情。

4. 千万燃烧这爱情圣火

爱 珍惜 上帝来的要懂得这个爱、要珍惜它，这是从上帝来的 ─
爱情，众水不能息灭、大水不能淹没
天生的家庭是不讲理的、只讲爱

奥古斯丁 ─爱只有两种基本类型，

神的爱，爱到忘了自己；自己的爱，爱到忘了神。

上帝的爱，要进入家庭的爱情圣火，包括 ─帝的爱 爱情圣火
孝顺对方的父母，第一个含应许的诫命 以弗所书 孝顺父母

路得跟波阿斯的爱，生出大卫的祖先，进入大卫王朝，路得跟波阿斯的爱，生出大卫的祖先，进 大卫王朝，

荣耀的王朝是家庭所建立的

把那爱情的圣火延伸下去！

真正的家庭是毁坏性的 ─成全了儿女、燃烧下去，
孩子的家庭建立起来 他们有孩子了 他们的孩子继续下去

把那爱情的圣火延伸下去！

孩子的家庭建立起来、他们有孩子了，他们的孩子继续下去…
真正的爱是具有毁灭性的，燃烧这爱情的烈火！

5. 千万建立永恒祭坛

透过你的爱 ─
八7b 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

就全被藐视。
不被金钱、工作、地位所掩埋不被 钱、 作、 位所掩埋

祭坛、敬拜，成为你们的核心

五千你需要上帝，让上帝成为你家庭里的五千万，

雅歌不管用平行、对比、象征所描绘，

 开始建立爱的关系

继续在婚姻当中
被建立、被成全、被祝福、被用

让你的婚姻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

往后传下去

祷告祷告
亲爱的主，

谢谢你给我 爱

祷告祷告
谢谢你给我们爱 ─

亚当看到夏娃的爱，赐给每一对男女；

爱里面、在上帝里面，被祝福、被成全。

也让子孙因此代代敬虔 ─
有祭坛、有敬拜、有喜乐、

有感恩 有相爱 有拥抱有感恩、有相爱、有拥抱，

因为这些都是从你而来！

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