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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經小課堂 第四期：

與大衛共舞–探尋詩篇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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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怡廷

高亞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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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

◼ 今日主題與介紹 （10分鐘）

◼ 演示：詩篇導覽 （25分鐘）

◼ 介紹詩篇/返校日專題圖書（15分鐘）

◼ Q&A （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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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大家在Q&A或者Zoom Chat中提交問題，我
們的同工會負責提交和匯總。



與大衛共舞–探尋詩篇的魅力

第一集：詩篇簡介與詩篇導覽演示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61171177/assets/13450568/content.mp4?signature=1cXSwLBaSQDLZ5QAi5IAotLgnCs


詩篇的魅力Psalms

在新約中，可以看見耶穌引用詩篇

馬丁路德：學習認識神及按照神要求生活的指引

（Reading the Psalms with Luther, p.254）

川普朗文：詩篇是舊約信息的核心

（How to read Psalms, chapter 3, p.51）



開始研讀詩篇.....

連結註釋書搜集背景資料

◼ 詩篇的名稱：ְתִהִלים（tehillim）

◼ 詩篇的作者：大衛（73）、可拉後裔（11）、

亞薩（12）、希幔（1）、耶杜頓、以探（1）、摩

西（1）、所羅門（2）

◼ 詩篇的結構：五卷

◼ 詩篇的主題：讚美、哀歌、信靠、感恩...

等等



詩篇導覽/诗篇导航有什麼亮點？

一鍵點擊

◼ 作者

◼ 體裁

◼ 結構

◼ 主題

◼ 原文對照

赫爾曼·袞克爾
（Hermann Gunkel，1862-1932)



Logos 演示：詩篇導覽/诗篇导航

演示版本：雙語白金版套裝， mac桌機版



設定聖經



順序/體裁/結構/作者/聖經書卷



用詩篇導覽看修辭

A. 離合體

a. 詩篇119篇
b. 詩篇145篇

B. 首尾呼應

C. 節詩



用詩篇導覽看修辭

A. 離合體

a. 詩篇119篇
b. 詩篇145篇

B. 首尾呼應

a. 詩篇103篇
C. 節詩



用詩篇導覽看修辭

A. 離合體

a. 詩篇119篇
b. 詩篇145篇

B. 首尾呼應

a. 詩篇103
C. 節詩

a. 詩篇24篇
b. 詩篇32篇



用詩篇導覽看平行修辭
A. 同義平行(synonymous Parallelism)

◼ 第一句和第二句的意義相同（詩篇  24:1-2）

B. 反義平行



用詩篇導覽看平行修辭
A. 同義平行(synonymous Parallelism)

◼ 第一句和第二句的意義相同（詩篇  24:1-2）

B. 反義平行(Antithetic Parallelism)

◼ 第一句和第二句的意義相反（詩篇  30:5）



Logos實現多視角經文分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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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詩篇第一篇為例，
您會怎麼分段?

第二集：經文分段練習與註釋書介紹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61171137/assets/13450562/content.mp4?signature=Zd7A49iUs95k-WBIaHi8vO3YS18


Logos實現多視角經文分段

明道研經系列

丁道爾舊約系列

威爾斯比系列



三、義人與惡人的兩種結局
6 因為耶和華知道義人的道路， 
   惡人的道路卻必滅亡。

一、vv.1-3 義人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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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vv.4-5 惡人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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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篇1:1

經文比較



詩篇1:1



詩篇1:1

反向逐字對照+萊克姆希

伯來文字典



詩篇1:1

聖經字義研究-asher



三、義人與惡人的兩種結局
6 因為耶和華知道義人的道路， 
   惡人的道路卻必滅亡。

一、vv.1-3 義人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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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vv.4-5 惡人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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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成為有福的人

不做 DO NOT

做 DO



三要訣

1.概況-快速找到您的註釋書

2.詩篇導覽-快速理解詩篇作者與結構

3.反向逐字+萊克姆聖經/原文字典-讓您的

解經更上一層！



詩篇相關圖書推薦

古代基督信仰聖經註釋
詩篇1-50篇/詩篇51-150篇

包含在中文金版以上

明道研經系列
詩篇上：一~二十篇
新書在合集購買

威爾斯比生命更新解經系列
全新敬拜：詩篇 (上）
新書需另外購買

讚美尊崇：詩篇 (下）
在中文金版以上

丁道爾舊約聖經註釋
詩篇 (卷上/下) 

包含在中文金版以上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1088/zan-mei-zun-chong-shi-pian
https://tc.logos.com/product/203946/quan-xin-jing-bai-shi-pian
https://tc.logos.com/product/119902/gu-dai-ji-du-xin-yang-sheng-jing-zhu-shi-shi-pian-51-150pian
https://tc.logos.com/product/119901/gu-dai-ji-du-xin-yang-sheng-jing-zhu-shi-shi-pian-1-50pian
https://tc.logos.com/product/134868/ding-dao-er-jiu-yue-sheng-jing-zhu-shi-shi-pian
https://tc.logos.com/product/134868/ding-dao-er-jiu-yue-sheng-jing-zhu-shi-shi-pian
https://tc.logos.com/product/119901/gu-dai-ji-du-xin-yang-sheng-jing-zhu-shi-shi-pian-1-50pian
https://tc.logos.com/product/119902/gu-dai-ji-du-xin-yang-sheng-jing-zhu-shi-shi-pian-51-150pian
https://tc.logos.com/product/215333/shi-pian
https://tc.logos.com/product/214564/ming-dao-yan-jing-xi-lie
https://tc.logos.com/product/203946/quan-xin-jing-bai-shi-pian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1088/zan-mei-zun-chong-shi-pian
https://tc.logos.com/product/134868/ding-dao-er-jiu-yue-sheng-jing-zhu-shi-shi-pian
https://tc.logos.com/product/215388/shi-pian
https://tc.logos.com/product/215333/shi-pian


詩篇相關圖書推薦

Praying the Psalms
包含在中英雙語金版以上

How to read the Psalms
包含在中英雙語金版以上

A handbook on Book of Psalms 
包含在中英雙語白金版

https://tc.logos.com/product/169138/praying-the-psalms-9-studies-for-individuals-or-groups-with-notes-for-leaders
https://tc.logos.com/product/52900/how-to-read-the-psalms
https://tc.logos.com/product/169138/praying-the-psalms-9-studies-for-individuals-or-groups-with-notes-for-leaders
https://tc.logos.com/product/52900/how-to-read-the-psalms
https://www.logos.com/product/8870/a-handbook-on-the-book-of-psalms
https://www.logos.com/product/8870/a-handbook-on-the-book-of-psalms


詩篇導覽/诗篇导航

*詩篇導覽在Logos 8 金版和 Logos 9 金版以上，升級Logos 9 中文全功能集點擊這裡。

*不單獨販售，不支持在行動裝置App（手機、平板）上，桌機版本和網頁版可使用。

https://tc.logos.com/product/149732/shi-pian-dao-lan-psalms-explorer
https://sc.logos.com/product/149731/shi-pian-dao-hang-psalms-explorer
https://tc.logos.com/product/195668/logos-9-zhong-wen-quan-gong-neng-ji
https://app.logos.com/


返校日優惠

活動參加方式：

1. 神學生申請學術優惠7折

2. 推薦神學生購買套裝

3. 填寫推薦人申請，一起拿3%回贈

活動日期：7/22~8/12

繁體/簡體

第三集：返校日優惠簡介與現場問答

https://tc.logos.com/academic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GrzeiYTfRvUP87EWZusXzKKJK1nai5762uvl2hA2Gs9yCuQ/viewform
https://tc.logos.com/back2school
https://sc.logos.com/back2school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61171148/assets/13450563/content.mp4?signature=nsJ4dDKmUnTlvOe8-hgOlwmJGnE


問答環節 Q&A



新手入門教學 繁體/簡體

新手必看：界面認識與工作流程概念

進階功能：研經得力好幫手

https://tc.logos.com/basicskill
https://sc.logos.com/basicskill


如何預購



如何在Logos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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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用戶 

1 登記下載 Logos 免費中文聖經軟體 並完成 安裝

2 前往完成購買： 繁體版 | 簡體版

3 打開安裝好的Logos 聖經軟體，確保連接互聯網，

新書就會自動下載

4 搜索書名，打開該書即可 （區分繁簡）

https://tc.logos.com/chinesebasic
https://tc.logos.com/get-started
https://tc.logos.com/product/213592/lai-ke-mu-yan-jiu-zhu-shi-cong-shu
https://sc.logos.com/product/213889/lai-ke-mu-yan-jiu-zhu-shi-cong-shu


謝謝您！

有更多問題，歡迎電郵到 chinese@faithlife.com 

報名未來活動  繁體 | 簡體

關注我們的社交媒體

mailto:chinese@faithlife.com
https://tc.logos.com/events?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121&utm_content=events
https://sc.logos.com/events?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demo0121&utm_content=events
https://www.facebook.com/logoschinese/
https://www.instagram.com/logoschinese/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16302214/content.jpg?signature=RGPWNusuLCTU3tYuZFNdn3F1ekE
https://www.youtube.com/c/LogosChine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