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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七十七篇
我要提说耶和华所行的；我要记念你古时的奇事。
12 我也要思想你的经营，默念你的作为。
我也要思想你的经营 默念你的作为
13 神啊，你的作为是洁净的；有何神大如神呢？
14 你是行奇事的神；你曾在列邦中彰显你的能力。
你是行奇事的神 你曾在列邦中彰显你的能力
15 你曾用你的膀臂赎了你的民，就是雅各和约瑟的子孙。
16 神啊，诸水见你，一见就都惊惶；深渊也都战抖。
神啊 诸水见你
见就都惊惶 深渊也都战抖
17 云中倒出水来；天空发出响声；你的箭也飞行四方。
18 你的雷声在旋风中；电光照亮世界；大地战抖震动。
你的 声在旋风
电光照亮世界 大地战抖震动
19 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你的脚踪无人知道。
20 你曾藉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般。
11

诗篇七十七篇
我要向神发声呼求；我向神发声，他必留心听我。
2 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我在夜间不住地举
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 我在夜间不住地举手祷告；
祷告
我的心不肯受安慰。
3 我想念神，就烦躁不安；我沉吟悲伤，心便发昏。
我想念神 就烦躁不安 我沉吟悲伤 心便发昏
4 你叫我不能闭眼；我烦乱不安，甚至不能说话。
5 我追想古时之日，上古之年。
我追想古时之日 上古之年
6 我想起我夜间的歌曲，扪心自问；我心里也仔细省察。
7 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不再施恩吗？
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 不再施恩吗
8 难道他的慈爱永远穷尽，他的应许世世废弃吗？
9 难道神忘记开恩，因发怒就止住他的慈悲吗？
神
发怒
慈悲
10 我便说：「这是我的懦弱，
但我要追念至高者显出右手之年代。」
1

‧诗篇分类 ‧咒诅诗‧哀歌‧生命的转弯
 衮克尔把诗篇分成五种 ─
个人哀歌、团体哀歌、感恩、赞美、君王诗
 另外一个学者分成七类…
七类
 赞美诗 ─ 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103、106
 哀歌 ─ 七七篇 就有哀歌的味道
 感恩诗 ─ 七七篇也有感恩
 信心诗 ─ 11、16、23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记念诗 ─ 八九篇 圣殿要被毁，诗人亚萨记念上帝…
 智慧诗 ─ 第一篇
 王权诗 ─ 20、21、47

有哀歌、感恩、信靠、记念、
更有上帝的王权 ─ 以色列人可以过红海、过约但河，
以色列人可以过红海 过约但河
他是大自然的王。

七七篇

‧诗篇分类 ‧咒诅诗 ‧哀歌‧生命的转弯

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
冷
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
耶和华啊，求你记念这仇！
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
报复你像你待我们的，那人便为有福！
拿你的婴孩摔在盘石上的，那人便为有福！

一三七7-9

‧诗篇分类 ‧咒诅诗 ‧哀歌‧生命的转弯

1. 人生一些社会不公，压到你的这些心理反应，
诗人写下来，好让你读它的时候被滋润、被溶解 ─
 把冤屈向上帝表明，但是没有动手去伤害仇敌
 如果没有这些诗篇，好让你读了以后得到安慰，
很可能神儿女会把十字架变成十字军 ─

报复神学，绝对不是诗篇的意思

咒诅诗诗篇里非常多，占诗篇三分之一的比例。

2. 要让你发抒

完全照字义来解 ─ 把婴孩真正摔在石头上面吗？
冲突点 ─ 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说…
有人拿你的里衣 连外衣也给他
有人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给他，
有人要你走一里路、陪他走二里路，
要像天父的完全。
要像天父的完全
这样的神学是有冲突，如何协调呢？

很像哈巴谷书、耶利米书、约伯记，
都是将人在受欺压、冤屈、苦楚，
借着咒诅诗 ─
宣泄里面的苦楚、苦毒、埋怨、痛苦，
呼吁上帝涉入，好让受冤屈的人得到安慰。

‧诗篇分类 ‧咒诅诗 ‧哀歌‧生命的转弯

3 建立完整的神学
3.
 借着冤屈、向上帝诉苦，认识上帝是造物主、
万有的主宰 仇敌上帝也会管教
万有的主宰，仇敌上帝也会管教
 还是审判的主，末世还要行审判
因此读咒诅诗的时候，其实得到盼望、安慰，
的时候 其实得到盼望 安慰
知道短暂时间敌人欺负你，
但上帝最后掌权，对上帝有信心、盼望。
帝
对上帝 信心
望
4. 诗人并没有自己动手，将受欺压的结果、仇恨…
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
，
，
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里面有甚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一三九23-24

读完诗篇，目标是要让你有内省
读完诗篇
目标是要让你有内省 ─ 里面更新、忏悔，
里面更新 忏悔
深怕自己也像恶人，欺负不该欺负的人。

‧诗篇分类 ‧咒诅诗‧哀歌 ‧生命的转弯



团体、集体哀歌 ─ 耶利米哀歌，
诗篇 44、60、74、79、80、83…
44 60 74 79 80 83



个人哀歌 ─ 七十七篇
哀歌跟咒诅诗，
最能够帮助受欺压、痛苦、没有盼望…
读这些诗的时候 ─
 灵里仰望全能的神、怜恤的神
 仰望最后行审判的神，
仇敌加你的时候 ─
主啊 伸冤在你、你来报应！
主啊，伸冤在你、你来报应！

‧诗篇分类 ‧咒诅诗‧哀歌 ‧生命的转弯

信义宗神学家Martin
信义宗神学家M
ti Marty
M t 太太得了癌症，
太太得了癌症
就跟他太太一篇一篇的颂读诗篇，好帮助受折磨的妻子。
有 天他太太发觉 他读了八七篇 之后，跳到
有一天他太太发觉，他读了
之后 跳到九一篇…
因为我心里满了患难；我的性命临近阴间。
我算和下坑的人同列，如同无力的人一样。
我被丢在死人中，好像被杀的人躺在坟墓里。

八八3-5

‧诗篇分类 ‧咒诅诗‧哀歌‧生命的转弯
七七篇

会有弯曲、会埋下去，重点怎么走出来。
─
 第一节 诗人向上帝发声，希望上帝留心听他的，
寻求主的结果，他的心不肯受安慰、反而滑下去
七七篇 总共二十节

 用重复角度来看，总共出现三次手，

把七七篇 分成两大部分 ─
 第二节 我在夜间不住地举手，
就开始滑下去、一直到底
 第十节 上帝显出右手，之后开始走出来
之后开始走出来
 二十节 看到摩西、亚伦的手

讲圣殿被毁，有点咒诅诗的味道
九十篇 摩西诗人，七十岁、八十岁，劳苦愁烦、转眼成空
八九篇

他怕他太太读到这些诗篇的时候会过不去。
他太太说：「回去读吧 假如我不能面对黑暗
他太太说：「回去读吧，假如我不能面对黑暗，
其他诗篇的光辉也无法闪耀。」
愈暗的地方 才能够看到其他地方在亮
愈暗的地方，才能够看到其他地方在亮，
帮助我去读暗的，咒诅诗、哀歌，不要怕它！

两部分同时在说明 ─
生命不一定只有沉下去，生命是可以转弯的！

‧诗篇分类 ‧咒诅诗‧哀歌‧生命的转弯

我要向神发声呼求；我向神发声，他必留心听我。
2 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我在夜间不住地举手祷告；
我的心不肯受安慰。
3 我想念神，就烦躁不安；我沉吟悲伤，心便发昏。
4 你叫我不能闭眼；我烦乱不安，甚至不能说话。
7 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不再施恩吗？
8 难道他的慈爱永远穷尽，他的应许世世废弃吗？
9 难道神忘记开恩，因发怒就止住他的慈悲吗？
1

No

七次的
次的
，全是碰到墙壁…痛苦反弹！
，全是
到墙
痛苦反弹
 原来有痛苦，痛苦是人生的事实
 诗篇有一半以上是对世界上不公平，
诗篇有 半以上是对世界上不公平，
发出哀叹、反抗、悲哀的诗歌

帮助我们了解 ─ 人生的道路不会永远是直的，
生的道路
永远 直的

‧诗篇分类 ‧咒诅诗‧哀歌‧生命的转弯

 旧约的人物像以利亚、摩西，都曾经沉下去，后来转弯
旧约的人物像以利亚 摩西 都曾经
去 后来转弯
 耶稣的两个学生回头往以马忤斯，耶稣显现帮助他们转弯…
 但丁的
但 的神曲描绘地狱的门口
描绘地狱的门 ─进入的人必须放弃希望
放弃
七七篇

带来盼望 ─ 再弯曲的人生路，仍然可以走出。

1. 不要让思想沦陷在失败的回忆中
让你沉下去的关键是思想战 ─
 3 想念、5 追想、6 想起
 9 上帝难道忘记开恩吗？
 12 转弯之后，思想你的作为、默念你的作为
上帝的手托住他人生的底盘 他开始想念
上帝的手托住他人生的底盘，他开始想念
要了解你的心，不要一直在失败的回忆里，
被沈沦 被绑住 认为自己没有盼望
被沈沦、被绑住，认为自己没有盼望，
一定要从上半段走到下半段。

‧诗篇分类 ‧咒诅诗‧哀歌‧生命的转弯

2. 只有长高一点
长高 点的人，才
的人 才看远一些
看远 些
10至高者显出右手，要看到他、要有一个高度，

高度改变、心态就会改变、要有属灵的视野 ─长高，
长高的目的就是要更靠近上帝，
记念上帝在当中、记念他怜悯、记念他掌权。

一个姐妹跟先生过去常常吵架，后来信主、有一个高度了，
个姐妹跟先 过去常常吵架，后来信 、有 个高度了，
本来不给先生煮东西吃、不给他好衣服穿的，
信主，就给他好吃、好穿的。
先生问她说：妳为什么改变？
她说：我信主了、有永生了，
想到你将来只会在黑暗里面永恒痛苦，
只有今生短暂可以吃 你太可怜了
只有今生短暂可以吃，你太可怜了…
先生后来信主，因为太太有高度、才能看远一些。

‧诗篇分类 ‧咒诅诗‧哀歌‧生命的转弯

3. 在多变的时代，寻求不变的定律
神啊，你的作为是洁净的；有何神大如神呢？
神啊
你的作为是洁净的；有何神大如神呢？
上帝仍然是伟大的、圣洁的
你是行奇事的神；你曾在列邦中彰显你的能力
能力。
能力。
他仍然是列邦当中的君王
你曾用你的膀臂赎了你的民。
你曾用你的膀臂赎了你的民
他仍然是救赎的主，圣洁、主权、救赎

七七13-18
七七13
18

诸水见你，一见就都惊惶；深渊也都战抖。
云中倒出水来；天空发出响声；你的箭也飞行四方。
你的雷声在旋风中；电光照亮世界；大地战抖震动。
过去约但河、红海分裂的神，照常是你的神；
过去上帝在旧约所行的奇事，仍然可以是你的神。

‧诗篇分类 ‧咒诅诗‧哀歌‧生命的转弯

4. 戴上看透环境的眼镜，来寻求道路
七七19

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你的脚踪无人知道。

上面有波浪、困难、冤屈，但上帝在下面，
要有一个属灵的洞察力
要有
个属灵的洞察力 ─看到下面有一条路，
─看到下面有一条路
可以过红海，法老王追兵最后被掩埋。
5. 生命转弯的人，能帮助
能帮助别人生命转弯
2

诗人的手、10 上帝的手，
七七20 你曾藉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

好像羊群一般。
上帝用软弱的人生命转弯，让别人生命转弯；
上帝的手托住你，你用他给你的恩典，
托住你 你用他给你的恩典
用你的钉痕手来帮助别人，叫别人生命转弯。

亲爱的主，我们当中

祷告

有软弱、有卑微、有痛苦、有冤屈的人，

帮助我们长高一点 ─
看到你是昔在 今在 以后永在；
看到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

帮助我们从过去的思想、失败当中走出来，
面对全能的神
面对全能的神，一生下半场被你使用。
生下半场被你使用
让我们生命转弯，
也让我们周遭的人，跟我们相同遭遇的人，
因为我们走出来，他们也可以走出来。
因为我们走出来，他们
可以走出来。
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