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篇书里其他的字母诗：
25 篇 22 节
34 篇 22 节

每一节的开始是一个希伯来字母

字母诗



145篇 21节
（少了一个字母nun）

每节的开始是字母

字母诗



37 篇 40节

每两节的开始是一个字母,
除了 7 ，29，34 .

1,2
3,4
5,6 . . .

字母诗



119篇 176节

每八节的开始是一个字母
1-8 A
9-16 B
17-24 C  . . .

字母诗



111篇 10节
112篇 10节

每半节的开始是字母
1上 A

1下 B

2上 C
2下 D  . . . 

字母诗



111:1-3 神的创造
4-5 神的恩惠
6， 9， 神恩待以色列
7-8 神的戒命
112:1-3 义人和他的家庭
4-9 正直人被坚定
10 恶人心愿归灭绝

111 + 112



旧约里有其他的字母诗

字母诗



箴言 31:10 - 31 节
（22 节）

每节一个字母

字母诗



那鸿书 1:1-9

在八节里用了头十一个字母

字母诗



耶利米哀歌 1 – 4 章

第一和第二章：每章22节，
每节的开始是个字母

字母诗



耶利米哀歌

第三章： 66 节，每个字母开始三节。
1-2-3节 A
4-5-6节 B
7-8-9节 C

22个字母 = 66 节

字母诗



耶利米哀歌

第四章： 22 节，每节一个字母。

字母诗



为什么用字母诗？
旧约时代，人们没有自己的圣经

他们都是靠背经文
字母诗，容易记得

字母诗



咒诅诗：骂人的话，

调用审判 / 患难 / 咒诅在敌人身上，

或在神的敌人身上。

咒诅诗



马太福音 23:13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
法利赛人有祸了！

因为你们正当人前，
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

正要进去的人，
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

新约里也有咒诅的言语



马太福音 23:33

你们这些蛇类、

毒蛇之种阿，

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



马太福音 26:23-24

耶稣回答说：同我蘸手在
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

人子必要去世，
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
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
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



使徒行传 1:20用诗篇69 和109。

因为诗篇上写着，说：
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
无人在内居住；又说：
愿别人得他的职分。



马哥林多前书 16:22

若有人不爱主，
这人可诅可咒。主必要来！



加拉太书 1:8

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
者，若传福音给你们，

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
他就应当被咒诅。



加拉太书 1:9

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
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
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

他就应当被咒诅。



加拉太书 5:12

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人
把自己割绝了。



提摩太后书 4:14

铜匠亚力山大多多的害我；
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



路加福音 10:13-14

哥拉汛哪，你有祸了！
伯赛大阿，你有祸了！

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
若行在推罗、西顿，
他们早已披麻蒙灰，
坐在地上悔改了。



诗篇 7:1

（大卫指着便雅悯人古实的话，
向耶和华唱的流离歌。）

耶和华 ─ 我的神啊，我投靠你！
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

将我救拔出来！

诗篇 7



诗篇 7:15-16

他掘了坑，又挖深了，
竟掉在自己所挖的阱里。

他的毒害必临到
他自己的头上；
他的强暴必落到

他自己的脑袋上。

诗篇 7



诗篇 5:10

神啊，求你定他们的罪！
愿他们因自己的计谋跌倒；
愿你在他们许多的过犯中

把他们逐出，
因为他们背叛了你。

诗篇 5



诗篇 55:15

愿死亡忽然临到他们！
愿他们活活地下入阴间！

因为他们的住处，
他们的心中，都是邪恶。

诗篇 55



诗篇 109:8 - 15

愿他的年日短少！
愿别人得他的职分！
愿他的儿女为孤儿，
他的妻子为寡妇！

愿他的儿女漂流讨饭，
从他们荒凉之处出来求食！

诗篇 109



诗篇 109:8 - 15

愿强暴的债主牢笼他
一切所有的！

愿外人抢他劳碌得来的！
愿无人向他延绵施恩！
愿无人可怜他的孤儿！

愿他的後人断绝，
名字被涂抹，不传於下代！

诗篇 109



诗篇 109:8 -15

愿他祖宗的罪孽被耶和华记念！
愿他母亲的罪过不被涂抹！
愿这些罪常在耶和华面前，

使他的名号断绝於世！

诗篇 109



不是写诗的人发出自己愤怒

咒诅诗



撒母耳下13:39押沙龙逃到基述王亚
米忽的儿子达买那里去了。
大卫天天为他儿子悲哀 .
大卫的祈祷是求神以他的公义

处理犯罪的人。

咒诅诗



诗篇 139:21-22

耶和华啊，恨恶你的，
我岂不恨恶他们麽？

攻击你的，
我岂不憎嫌他们麽？
我切切地恨恶他们，

以他们为仇敌。

诗篇 139



每个文化里都有咒诅言语；
以色列的文化里

也用咒诅的言语。

咒诅诗



从以巴路山上宣的咒诅

有人制造耶和华所憎恶的偶像，
或雕刻，或铸造，

就是工匠手所做的，
在暗中设立，那人必受咒诅！

百姓都要答应说：阿们！

申命记 27:15-26



必受咒诅！
百姓都要说：阿们！

申命记 27:15-26



轻慢父母的，
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
挪移邻舍地界的，
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
使瞎子走差路的，
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

申命记 27:15-26



向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屈枉正直
的，
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
与继母行淫的，
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
与兽淫合的，
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

申命记 27:15-26



与异母同父，或异父同母的姊
妹行淫的，
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
与岳母行淫的，
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
暗中杀人的，
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

申命记 27:15-26



受贿赂害死无辜之人的，
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

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
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

申命记 27:15-26



大卫为了神的公义，神的圣洁，
神的荣耀，神的慈爱
表达他对神的敌人，
违背神戒命的人，
的感觉是自然的。

圣经里的咒诅诗不 = 报仇！

咒诅诗



诗篇5:10

神啊，求你定他们的罪！
愿他们因自己的计谋跌倒；
愿你在他们许多的过犯中

把他们逐出，
因为他们背叛了你。

咒诅诗



诗篇139:20-21

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你；
你的仇敌也妄称你的名。
耶和华啊，恨恶你的，
我岂不恨恶他们麽？

攻击你的，
我岂不憎嫌他们麽？

咒诅诗



诗提摩太前书 2:1-3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
祷告、代求、祝谢；

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
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

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
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

可蒙悦纳。



诗篇 139:23-24

神啊，
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

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里面有甚麽恶行没有，

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