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詩篇第一篇

1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褻慢人的座位，

2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

3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按時候結果子，葉子也不枯乾。凡他所做
的盡都順利。

4惡人並不是這樣，乃像糠秕被風吹散。

5因此，當審判的時候，惡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義人的會中也是如此。

6因為耶和華知道義人的道路；惡人的道路卻必滅亡。



詩篇第一篇是「引言」或是「前言」.

詩人邀請我們作通向幸福生活的指南針來閲
讀和使用。



有福

Blessed is the one who does not walk in step with the wicked 

or stand in the way that sinners take or sit in the company of 

mockers, (Psalm 1:1 NIV)

2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
有福！



「有福」 在詩篇出現了26次

以神為主「詩33:12」
信靠，仰望他「詩34:8，40:4…」
認識他，敬拜他「詩65:4，84:4…」
敬畏順服他「詩112:1，119:1…」
行公義「詩106:3」
罪得赦免「詩32:1-2」
憐憫貧窮「詩41:1」
子女眾多「詩127:5」等等。



字意

「有福」什麼意思，不同版本有不同的譯法，有
些翻譯為「快樂」或是「幸運」但重要是詩篇本
身這字的意思是什麼？它形容是一個充滿喜悅和
成果的人生，同時是有價值的人生，這和惡人剛
好相反，



獨特

希伯來文字母對立，第一個單詞「有福」, ” 是以希伯來文第"ך
一個字母開始，而最後一個單詞「滅亡」是希伯來文最後一個
字母。這暗示主耶穌是昔在今在永在的掌權者.

這裡有幾個對立。

1. 神是始和終的神。

2. 義人有福和惡人滅亡的對比。

3. 一棵溪邊樹和被吹散的糠秕。



分三段來思想 – 3,2,2.

一、有福的人, 有三種不為. 

二、有福的人, 有二種追求. 

三、有福基礎, 有二種選擇.



6因為耶和華知道義人的道路；
惡人的道路卻必滅亡。

今天的你會選「神」或「世界」
的路道呢？

三、有福基礎, 有二種選擇.



【羅七18】「我也知道在我裏頭，就是我肉體之中，
沒有良善。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
不得我。」

【羅七19】「故此，我所願意的善，我反不作；我
所不願意的惡，我倒去作。」



一、有福的人, 有三不為.

不從惡人的計謀

不站罪人的道路

不坐褻慢人的座位



什麼是 「悪人」？

【詩九17】惡人，就是忘記神的外邦人，都必歸到陰間。

【詩十13】惡人為何輕慢神，心裡說你必不追究。

【詩三十六1】惡人的罪過在他心裡說：“我眼中不怕
神。”

“惡人”指心中沒有神,與神為敵的人.



什麼是 「罪人」？

【約壹一8】「我們若說自己無罪，便是自欺，真
理不在我們心裏了。」- 我們生來就是一個罪人；
雖然得救了，但罪性仍舊潛伏在我們的裏面

【雅一15上】 私慾既懷了胎，就生出罪來.

“罪人”(射不中紅心的人) 或是(不走在正道上的
人),就是偏離正道、習以為常的人.



什麼是 「褻慢人」？

【箴二十一24】「心驕氣傲的人，名叫褻慢，他行事狂妄，
都出於驕傲。」

“褻慢人”

特質 - 輕藐的態度,譏諷神和他的律法,他們是不聽教的愚
蠢人

【箴十三1】「智慧子聽父親的教訓，褻慢人不聽責備。」



三種不為動作

“不從”計謀 = 思想（跟從 , 接受）

“不站”道路 = 行動 (妥協 , 認同)

“不坐”座位 = 習慣 (同流 , 合污)



三個過程 :
惡人的計謀……罪人的道路……褻慢人的
座位

三個階段,一步一步陷入罪惡的深淵

人經過思想(惡人的計謀)→行動(罪人
的道路)→習慣(褻慢人的座位)



為什麼人離開神? 
拒絕承認聖經的真理？

【提後四10 上 】「因為底馬貪愛現今的世界，就離棄
我往帖撒羅尼迦去了.

【約壹一15-16】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愛世
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裏面了。因為凡世界上的事，就
像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並今生的驕傲，都不是從
父來的，乃是從世界來的。



基督徒不要愛世界

【羅十二2】「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
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
意。」

【箴四23】「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或作
“你要切切保守你心”），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
發出。」



連於元首基督

【約十五5】「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
裏面的，我也常在他裏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
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作甚麼。」

【約十五6】「人若不常在我裏面，就像枝子丟在
外面枯乾，人拾起來，扔在火裏燒了。」



二、有福的人, 有二種追求.

惟 喜 愛 耶 和 華 的 律 法 ， 晝 夜 思 想 ， 這 人 便
為 有 福 ！



大衛與拔示巴

撒下11:2-27

大衛犯了十誡裏的哪些誡命?

第七誡「不可姦淫」

第六誡「不可殺人」

第十誡「不可貪戀你鄰舍的房屋；不可
貪戀你鄰舍的妻子、奴僕、婢女、牛驢，
以及他一切所有的。」



創卅九1-23 波提乏的妻子色誘約瑟，但遭
約瑟拒絕
【創卅九7】「這事以後，約瑟主人的妻以
目送情給約瑟，說：『你與我同寢罷。』」
【創卅九10】「後來她天天和約瑟說，約
瑟卻不聽從她，不與她同寢，也不和她在一
處。」

波提乏的妻子與約瑟



• 藉著思想主的律法，讓我們與主相
連,就得著生命之活水泉源

• 要像一棵樹, 屹立不倒不輕易動搖.
栽在溪水旁的樹木深深紮根 ，不怕
沒有水分，可以長得茂盛,按時候結
果子,

• 人與上帝相連結，雖有困難在前頭，
因有主的恩助， 凡事都順利！

有福的人, 所要特質.



基督徒觀念

神的律法為指南針

心滿意足

平安

患難中有神同在

一般人觀念

多兒女

多財產

生活安穩

不會生病

凡事都順利



• 在打穀或加工過程中從種子上分離
出來的皮或殼, 沒價值, 沒份量。

• 雖有華麗之外表，卻沒有實在之內
容。

• 惡人！雖然一時風光，卻不能保持
長久，會像糠秕一樣被風吹散。

• 審判的時候,站立不住

為何詩人説:「悪人」像
糠秕，被風吹散呢？



義人的道路

三種不為,二種追求的重點

離惡, 信徒未讓神的話在生命裏產生影響力之前,
要先立志不和惡人同謀,不讓污穢充斥自己的頭腦
和心,不和惡人為友要愛慕讀經才有能力抵抗.

【箴九10】「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
聖者便是聰明。」



思考

1. 詩篇第一節, 提醒我們要離開任何妨礙我們親近
神的人或事物,其中有什麼是應該離開的呢 ?

2. 請反省每天用了多少時間讀神的話語,你如何可
以加強這方面的操練?

3. 世界的路有時很吸引,我們用什麼標準去選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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