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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课 

王国时代的文学 

旧约中有五卷书被称为诗歌或智慧书。这五卷书是：

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和雅歌。与我们在本课程已

经学过的其他书卷相比较，这些书卷不是记录历史事件，

而是记录了以色列人所熟悉的人生经历，这些书卷所表达

的问题、信仰、态度和情感让我们能够深入了解以色列人

的生活。  

这些书卷大部分写于王国时代，其中一些更早。它们

所记录的经历对历史上任何时期的任何一个人来说都具

有普遍意义。这些作品今天对我们仍然有用！圣灵使它们

被保存至今，供我们默想、品味并帮助我们成长。  

学习本课时，你会明白为什么这些作品无论译成哪一

种语言都是美丽的，你会发现每一篇的主题和价值，你也

会知道为什么许多基督徒认为它们那么意味深长，那么富

有灵感，还将使你的属灵生命及事奉生活得以丰富。  

课文大纲  

作品和体裁  

智慧书  

灵修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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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目标  

学完本课后你应该能够：  

 解释在诗歌和智慧书里运用的基本体裁。  

 描述每一篇诗歌和智慧书的主题和属灵价值。  

 将这些诗歌和智慧书用于你自己的事奉和默想中。  

学习要领  

1. 按课文要求阅读诗篇和智慧书。  

2. 照例学习课文进程，回答每一个问题，复习课文，完

成自测题并核对答案。  

关键词  

对立  哲学  合成的  

解释  诗  翻译  

亲密的  韵  智慧  

平行结构  同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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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进程  

          作品和体裁  

作品  

目标 1 说出五卷智慧书和诗歌的名称。  

我们本课学习的圣经书卷包括那些许多人 喜爱的

书卷。这些书卷的作者有君王、先知、诗人和普通人。尽

管我们生活在一个与他们不同的时代和文化里，他们作品

的基本教导仍然对我们有价值。这些书卷展现了神与我们

的生活密切相关，衪关注我们所忍受的苦难、我们的事业、

我们的家庭生活和我们敬拜衪的愿望。  

1．  五卷智慧书和诗歌是………………..，…………….，  

…………….和………………，……………。  

2．  《约伯记》前的一卷书是……………。《雅歌》（所罗

门之歌）后的一卷书是…………...。  

体裁  

目标 2 辨认智慧书和诗歌中的基本诗歌体裁。  

智慧书和诗歌以一种叫做“平行结构”的诗歌体裁写

成，这种体裁是希伯来诗歌的主要特色。“平行结构”指

的是用一种相似或平衡的方式（平行）来表达思想。这种

结构与押韵相对，押韵是指词的发音（通常是每一行的

后一个词）相似，注意下列对比。  

押韵：    一生飞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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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督之业永不逝  

平行结构：  耶和华使泉涌在山谷，  

流在山间。（诗篇 104:10）  

因此，希伯来诗歌极为优美，这种优美主要来自于所

表达的思想。 妙的是这种体裁在经过翻译之后，诗歌的

优美韵味并未消失。  

3．  希伯来诗歌的优美（平行结构）在翻译时能够保留是

因为  

a) 可用其它语言来表达同等的思想。  

b) 与一些有同样发音和长度的特殊词汇有关。  

c) 即使人们无法理解诗歌的意义，仍然可以体会到

这种优美。  

有三种主要的平行结构：  

  1）同义——第二行用不同的话重复第一行的意思。  

  2）合成——第二行给第一行添加新的意思（在同一主   

题的基础上）。  

  3）反衬——第二行的意思与第一行相反。  

4．  将每一种诗歌体裁（左边）与它的名称（右边）搭配。 

.. ..a 恶人自陷罪恶中，诚实人在自由快乐

中。  

.. ..b 当我令人惊奇地度过一切，我数出 丰

富的得着，而非失去一切。  

.. ..c 罪恶非从土中生，麻烦非在地中长。  

.. ..d 一位胜任的妻子难寻找！她比珠宝还珍

贵。  

.. ..e 他保护爱他的人，摧毁邪恶的人。  

1) 押韵  

2) 同义  

3) 合成  

4) 反衬  



166 会幕、圣殿和宫殿 

 

当你阅读这五卷书时，注意辨认出每一种平行结构。 

             智慧书  

约伯记——面对苦难  

阅读约伯记 1—15，28—35，38—42 章  

目标 3 挑选出约伯记主题的句子。  

约伯很可能生活于亚伯拉罕和摩西之间的族长时期。

在以西结书中提到他、挪亚和但以理（以西结书 14:14，

20）。  

这部以他名字命名的书卷可能是圣经 古老的书卷，

同时也是一部诗化的杰作，它的主题是人类遭受的苦难，

一个对人而言是普遍的、无法解决的问题。  

本书卷的中心词是试炼。约伯哭诉：“然而他知道我

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精金。”（约伯记 23:10）。 

下面是本书卷的大纲：  

1. 约伯记 1:1—3:26。介绍了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

约伯落入贫穷痛苦之中。  

2. 约伯记 4:1—31:40。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对话，

讨论他所遭遇的苦难。  

3. 约伯记 32:1—37:24。以利户说苦难是神管教人，

使人圣洁的一种方式。  

4. 约伯记 38:1—41:34。神说人不能够理解造物主的

道路，因为衪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  

5. 约伯记 42:1-7。约伯敬拜神，神赐他双倍的财富。 

在约伯记中可见四种关于苦难的 基本的观点，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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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之为撒但的观点、圣徒的观点、受难者的观点和救世主

的观点。  

1. 撒但的观点：人们事奉神为了带来财富和荣耀（约

伯记 1:1—2:8）。他后来用它试探耶稣（马太福音

4:1-11）。  

2. 圣徒的观点：（约伯的朋友以利法、比勒达和琐法

的观点，三人观点大体一致）义人得赏赐，罪人

受惩罚。因此他们的结论是：约伯既遭大难，必

是一个大罪人（约伯记 4:7）。  

3. 受难者的观点：（以利户的观点）苦难常是父神的

管教带领我们重新寻求衪旨意，以利户的话语大

大地维护了神。  

4. 救世主的观点：神向约伯显现，教导说属神的人

在神的允许下受苦，以便使他们能够看清自己，

尽管约伯是一位好人，仍然自以为义。  

约伯记告诉我们，试炼和苦难并不总是要惩罚我们，

有时，神允许它们进入我们的生活，为使我们受训和受教。

例如：一位运动员经受的严格训练并不是惩罚。这些训练

装备他去参加比赛。同样，神也装备我们去做应做的事，

有时候衪通过试炼和苦难来达到这个目的。在这一点上衪

是明智的，衪想向我们显示衪的智慧。  

5 一个人若有救世主关于苦难的观点，他会说当我们受

苦时，我们  

a) 需要自问是否应该继续事奉神。  

b) 发现受苦是不顺服的结局。  

c) 开始以新的方式了解自己和神。  



168 会幕、圣殿和宫殿 

 

6 下列哪一句话 好地描述了约伯记的主题？  

a) 人无法理解神的作为，所以他必须接受所遭受的

苦难作为对其罪的惩罚。  

b) 苦难并不总是罪的结果，但是经历苦难的属神的

人，应当以谦卑和敬拜来回应神。  

c) 忠实地事奉神的人不会经历试炼，因为神不允许

他们受苦。  

箴言——处世之道  

阅读箴言 1—10，13—16，29—31 章  

目标 4 辨别箴言内容的摘要。  

箴言是一部精彩的的智慧语录，犹太人将之比作圣殿

的外院，就是犹太人会见他人的地方，箴言是属神的人“脚

前的明灯”。因为它表明了圣洁敬虔的品行是切实可行的。

书卷中提到了每一种人际关系。在书中我们可以找到对神

的责任，对邻居、父母、孩子甚至国家的责任。  

箴言的大部分内容由所罗门写就，他智慧到一个地

步，以致在圣经中，他简直就被描绘成智慧的代名词了（列

王纪上 3:3-28；4:29-30；5:12），许多外国统治者都来寻

求他的建议（历代志下 9:1-24）。与所罗门（箴言 1:1，10:1）

一起提到的还有下列作者： a）智慧人的言语（箴言 22：

17）；b）希西家的人誉录的所罗门的箴言（箴言 25:1）；

c）亚古珥（箴言 30:1）；d）利慕伊勒王（箴言 31:1）。

箴言可分为三部分：  

1．  给年轻人的劝诫：箴言 1—10 章  

2．  给全人类的劝诫：箴言 11—20 章  

3．  给君王和统治者的劝诫：箴言 21—3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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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非凡的书卷值得注意的部分是第 8 章，它有力而

优美地描写并高举智慧，许多学习圣经的人已经注意到了

这一章和新约中关于耶稣基督的部分描述相似。例如，在

歌罗西书 2:3，基督被描述为“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

都在他里面藏着”。在阅读箴言时，试着将“基督”一词

代替“智慧”一词，这样你将会发现这本书的另一种能力。 

7 对比箴言 8:23-31、约翰福音 1:1-2 和希伯来书 1:2。

在笔记本上写下两种关于智慧（箴言 8:23-31）和基

督（约翰福音 1:1-2，希伯来书 1:2）的共同点。  

8 阅读下列参考经文给出的箴言（右边），然后与它所

谈论的主题搭配（左边）。  

.. ..a 往来传舌  

.. ..b 懒惰  

.. ..c 诡诈  

.. ..d 谦卑  

.. ..e 指引  

.. ..f 诚实  

1) 箴言 3:5-6 

2) 箴言 6:6-8 

3) 箴言 11:1 

4) 箴言 11:13 

5) 箴言 16:18 

9 箴言的所有内容可以被极好地归纳为：  

a) 一段有关我们对神责任的智慧之言。  

b) 关于君王应当如何行事的说明。  

c) 适用于一切人际关系的实在的智慧。  

传道书——面对绝望  

阅读传道书 1:1—12:14 

目标 5  确认传道书的主要信息。  

传道书是人生哲学的宣称，它记录了人所能思想的和

人自己创立的宗教所能提供的哲学。书中的观点并非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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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而是神记录下来的人的观点，有部分由人提出的观

点与圣经其他地方的教训不符（传道书 1:15，3:19，8:15）。 

作者揭示了自己的身份是“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

儿子，传道者…”（传道书 1:1），许多人相信作者就是所

罗门。本书卷是他自身戏剧性经历的记述，作者问了一个

问题：人生 有价值的目标是什么？他怀疑这个问题是否

真有答案。他的经历说明人为得到满足而追求的每件事带

来的结果均为失望。他们寻求神以外的满足（传道书

1:1-3），寻求科学的满足（传道书 1:4-11）。哲学并未给

他们提供答案（传道书 1:12-18），而幸福、醉酒、工作、

财物、富有和音乐带来的娱乐也不能（传道书 2:1-11），

一切均是虚空。  

作者转向寻求物质享乐主义（传道书 2:12-26），以及

宿命论（传道书 3:1-15）和普遍的非个人化的宗教（传道

书 3:16-22），这些也都是虚空。要取悦神是不容易的（传

道书 5:1-8），富有并不能带来快乐（传道书 5:9-16），做

善人也于事无补（传道书 7:1-12）。  

后，他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敬畏神，谨守他

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传道书 12:13）。  

10 传道书的主要信息是什么？  

a) 它记录了所罗门关于财富的思想。  

b) 它展示出生活中万事无益。  

c) 它教导我们除了顺服神，其余的一切 终带来绝

望。  

d) 它指出富人和穷人都殊途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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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修诗歌  

神造人，并让人与衪有交通，正如我们在传道书里所

学到的，除了与神的交通，人在生命中找不到有意义的事。

而与神有交通的一个主要方式便是敬拜。我们敬拜神，因

为我们承认衪的价值。我们可能会为神忙碌做工，然而，

只有我们真正的委身和表达个人对神的敬拜才能够带来

长久的满足。在这一部分我们学习的两卷诗歌就是这种经

历的例子，也提供了获取这种经历的方式。  

诗篇——赞美和祷告  

阅读诗篇 1—41，79—91，119—150 篇  

目标 6 选出描述诗篇的句子。  

2000 多年来，诗篇一直是旧约中 受人欢迎和喜爱

的书卷。从大卫时代起，以色列人就用这些诗歌敬拜神。

今天，不同种族、不同国家的基督徒也取材诗篇进行歌唱。

诗篇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其中谈到了人类普遍的经历。 

诗篇这一名称的意思是赞美或赞美之书，诗篇赞美歌

颂神，衪的名、衪的话语和衪的美善，都在其中得以荣耀。 

大约三分之一的诗歌有具体的作者，其中有大卫写了

73 篇，亚萨写了 12 篇，可拉之子写了 10 篇，所罗门写

了 2 篇，摩西写了 1 篇，以探和希幔，两位与所罗门斗过

智的人（列王纪上 4:31），也各写了一篇。  

亚萨是大卫指定的诗班长，可拉之子似乎是大卫时代

利未人中一个特殊的歌唱群体。许多未署名的诗歌很自然

地归到了大卫名下，大卫的影响在诗篇里无处不在，他坦

诚地与我们分享了他的生命，他的诗歌使我们每一个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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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知道：即使在灰心的时候，神也看顾着我们。  

按照传统的诗集，150 篇诗歌分成五个单元，每一单

元都以赞美结束，五个单元是这样划分的：1）诗篇 1—41；

2）诗篇 42—72； 3）诗篇 73—89；4）诗篇 90—106；5）

诗篇 107—150，每篇诗歌又自成一体。  

诗篇也可以根据主题来划分，它们包括下列各部分：

义人的祷告，悔改之歌，赞美之诗，以色列历史的诗歌，

弥赛亚（耶稣）的诗歌，困苦中的诗歌，教导的诗歌。  

11 阅读下列每一篇诗歌（左边）并将它与你认为当属的

类别（右边）匹配。  

.. ..a 诗篇 1 

....b 诗篇 32 

....c 诗篇 105 

....d 诗篇 111 

....e 诗篇 142 

....f 诗篇 149 

1) 认罪和悔改  

2) 教导  

3) 历史  

4) 忧伤痛苦  

5) 赞美  

诗篇里也有许多关于基督弥赛亚的预言，其中许多已

经在祂第一次来临时应验了，其余的将在祂再来时应验。 

12 阅读下列各节诗篇。然后在每节参考经文后，写一两

个字说明它指示了关于基督的什么方面。  

a)  诗篇 2:8…………………………………………… 

b)  诗篇 22:16………………………………………… 

c)  诗篇 110:4………………………………………… 

d)  诗篇 118:22……………………………………… 

诗篇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我们与神关系中必须遵循的

重要原则：诚实。与神的关系如同我们在世上交朋友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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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诚实。大卫在诗篇中的态度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

神期望从我们的敬拜和祷告中得着什么，神要我们表达真

实的感情。像大卫一样，无论你是在赞美之殿，隐密之处，

绝望之中，或是喜乐得手舞足蹈，都可用一篇诗歌表达你

的感情，使诗篇成为你个人感情的书卷。  

13 先阅读撒母耳记下 11 章和 12 章，再读诗篇 51，大卫

对神的先知的信息有何反应？  

  ……………………………………………………………… 

14 大卫在诗篇 5:3 里说了什么？  

  ……………………………………………………………… 

你每天是否有固定时间敬拜、赞美和祷告？若没有，

你现在会选择一个时间开始吗？这一点非常重要！  

15 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a) 尽管诗篇是很久以前写成的，今天的基督徒仍然

使用它。  

b) 大卫写了大约四分之三的诗篇。  

c) 诗篇告诉我们属神的人不会经历失望和困苦。  

d) 诗篇中有关于基督之死的预言。  

e) 一些诗篇描述了以色列历史上的事件。  

雅歌——忠诚和爱  

阅读雅歌 1:1—8:14 

目标 7 区别雅歌的字面意义和属灵意义。  

本卷是所罗门写的 1005 首歌中的一首（列王纪上

4:32）。标题“雅歌”暗示这是其中 好的一首（在一些

圣经版本中被称作“所罗门之歌”）。由于雅歌的主题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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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它如何被收录到圣经中就有多种解释，在学习这些解释

时，我们将发现本书带来一个特殊的信息。  

本卷的字面或实际意义是一首关于人类爱情婚姻的

热烈的情感之歌，主人公是一个叫做书拉女或书拉密女

（雅歌 6:13）的乡村女子、她的情人、一群耶路撒冷女

子。根据一种解释，这位乡村女子被带到了宫廷之中（雅

歌 1:1—2:7），尽管国王表达了对她的爱，她却渴慕她的

情人牧羊人（雅歌 2:8—7:9）， 后有情人终成眷属（雅

歌 7:10—8:14）。还有其他一些解释。  

从属灵意义来看，雅歌描写了神和衪子民以色列之间

的关系。每年的逾越节人们都要颂读雅歌，当以色列人听

到雅歌时，他们会记起是神对他们的爱，将他们从埃及人

的奴役下拯救出来。  

在以色列（书拉密女）和神（牧羊人）之间的纽带是

如此牢固，以至没有世俗的吸引力（国王）可以折断。旧

约中其他的经文也将以色列和神之间的关系比作婚姻（例

如以赛亚书 50：1，以西结书 16、23 章和耶利米书 3：1-20）。

在新约里也有这样的图画，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被比作

婚姻（以弗所书 5 章）。  

16 阅读下列与雅歌有关的句子（左边），将它们与描述

其意义的词搭配（右边）。  

.. ..a 书拉密梦见牧羊人。  

.. ..b 神对以色列的爱是美好而亲密。   

.. ..c 牧羊人呼唤书拉密女。  

.. ..d 以色列忠诚地对待爱她的神。  

.. ..e 以色列与神之间的纽带非常牢固。

1) 字 面 意

义  

2) 属 灵 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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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诗篇一样，雅歌呼召信徒进入与神相交和爱的亲密

关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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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测题  

1 下面是箴言一节经文中的第一句，根据反衬的写法，

哪一句该是第二句？义人的话语如同纯银……… 

a) 恶人的想法毫无价值。  

b) 它们会给许多人带来益处。  

c) 义人的言语如同生命之泉。  

2 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a) 它说财富在生命中是毫无价值的目标。  

b) 它得出结论幸福仅仅来自于顺服神。  

c) 大卫是其作者。  

d) 它所有的宣称都与其余的圣经经文相呼应。  

e) 其中体现了神关乎生命的论点。  

3 在新约中，神和祂子民的关系被比作婚姻（以弗所书

5 章）。在旧约中，可以在       中找到相似的图画。 

a) 约伯记  

b) 诗篇  

c) 箴言  

d) 传道书  

e) 雅歌  

4 一个理解了约伯记信息的人会说，约伯受苦是因为神

想要  

a) 使他停止罪恶的生活。  

b) 使他对自己和神有新的认识。  

c) 告诉他他的朋友们都理解了神的旨意。  

d) 让撒但看到约伯因为罪受到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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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想你要组织一次关于敬拜和赞美神的查经班。学哪

一卷书 好？  

a) 约伯记  

b) 诗篇  

c) 箴言  

d) 传道书  

6 犹太人将箴言比作圣殿的外院，因为它  

a) 解释了各种献祭的条例。  

b) 有一部分是关于祭司职分的。  

c) 将智慧运用于人际关系。  

7 以下经节分别选自五部诗歌书和智慧书，将各卷书

（右边）与其经节相搭配（左边）。  

.. ..a 全地都当向神欢呼，歌颂他名

的荣耀，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

荣耀发明！  

.. ..b 我所看不明的，求你指教我；

我若作了孽，必不再作。  

.. ..c 我见日光之下所作的一切事，

都是虚空，都是捕风。  

.. ..d 你这住在园中的，同伴都要听

你的声音，求你使我也得听见。

.. ..e 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

见你。  

.. ..f 你不要说话给愚昧人听，因他

必藐视你智慧的言语。  

1) 约伯记 42:5 

2) 箴言 23:9 

3) 传道书 1:14 

4) 诗篇 66:1-2 

5) 雅歌 8:13 

6) 约伯记 3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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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答案  

9 c）适用于一切人际关系的实在的智慧。  

1 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和雅歌。  

10  c）它教导我们除了顺服神以外，其余的一切 终带

来绝望。  

2 以斯帖记，以赛亚书。  

11 a 2）教导  

b 1）认罪和悔改  

c 3）历史  

d 5）赞美  

e 4）忧伤痛苦  

f 5）赞美  

3 a）可用其它语言来表达同等的思想。  

12 a）祂统管列国。  

b）祂的手和脚被扎。  

c）祂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  

d）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4  a 4）反衬  

b 1）押韵  

c 2）同义  

d 3）合成  

e 4）反衬  

13 他认罪并悔改。  

5  c) 开始以新的方式了解自己和神。  

14 他声称他早晨要向神祷告。  

6  b) 苦难并不总是罪的结果，但是经历苦难的属神的

人，应当以谦卑和敬拜来回应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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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a 对  

b 错  

c 错  

d 对  

e 对  

7  智慧在创世以前就存在了，并且是创世的一部分。  

16 a 1)字面意义  

b 2) 属灵意义  

c 1)字面意义  

d 2) 属灵意义  

e 2) 属灵意义  

8  a 4) 箴言 11:13 

b 2) 箴言 6:6-8 

c 3) 箴言 11:1 

d 5) 箴言 16:18 

e 1) 箴言 3:5-6 

f 3) 箴言 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