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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七十七篇

1 我要向神發聲呼求；我向神發聲，他必留心聽我。

2 我在患難之日尋求主；我在夜間不住地舉手禱告；

我的心不肯受安慰。

3 我想念神，就煩躁不安；我沉吟悲傷，心便發昏。

4 你叫我不能閉眼；我煩亂不安，甚至不能說話。

5 我追想古時之日，上古之年。

6 我想起我夜間的歌曲，捫心自問；我心裡也仔細省察。

7 難道主要永遠丟棄我，不再施恩嗎？

8 難道他的慈愛永遠窮盡，他的應許世世廢棄嗎？

9 難道神忘記開恩，因發怒就止住他的慈悲嗎？

10 我便說：「這是我的懦弱，

但我要追念至高者顯出右手之年代。」

詩篇七十七篇

11 我要提說耶和華所行的；我要記念你古時的奇事。

12 我也要思想你的經營，默念你的作為。

13 神啊，你的作為是潔淨的；有何神大如神呢？

14 你是行奇事的神；你曾在列邦中彰顯你的能力。

15 你曾用你的膀臂贖了你的民，就是雅各和約瑟的子孫。

16 神啊，諸水見你，一見就都驚惶；深淵也都戰抖。

17 雲中倒出水來；天空發出響聲；你的箭也飛行四方。

18 你的雷聲在旋風中；電光照亮世界；大地戰抖震動。

19 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你的腳蹤無人知道。

20 你曾藉摩西和亞倫的手引導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般。

‧詩篇分類‧咒詛詩 ‧哀歌 ‧生命的轉彎

七七篇 有哀歌、感恩、信靠、記念、

更有上帝的王權 ─ 以色列人可以過紅海、過約但河，

祂是大自然的王。

袞克爾把詩篇分成五種 ─

個人哀歌、團體哀歌、感恩、讚美、君王詩

另外一個學者分成七類…
讚美詩 ─ 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103、106

哀歌 ─ 七七篇 就有哀歌的味道

感恩詩 ─ 七七篇也有感恩

信心詩 ─ 11、16、23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

記念詩 ─ 八九篇 聖殿要被毀，詩人亞薩記念上帝…
智慧詩 ─ 第一篇

王權詩 ─ 20、21、47



‧詩篇分類‧咒詛詩‧哀歌 ‧生命的轉彎

一三七7-9 耶路撒冷遭難的日子，

以東人說：「拆毀！拆毀！直拆到根基！」

耶和華啊，求你記念這仇！

將要被滅的巴比倫城啊，

報復你像你待我們的，那人便為有福！

拿你的嬰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便為有福！

咒詛詩詩篇裏非常多，占詩篇三分之一的比例。

完全照字義來解 ─ 把嬰孩真正摔在石頭上面嗎？

衝突點 ─ 馬太福音第五章，耶穌說…
有人拿你的裡衣、連外衣也給他，

有人要你走一里路、陪他走二里路，

要像天父的完全。

這樣的神學是有衝突，如何協調呢？

‧詩篇分類‧咒詛詩‧哀歌 ‧生命的轉彎

1. 人生一些社會不公，壓到你的這些心理反應，

詩人寫下來，好讓你讀它的時候被滋潤、被溶解 ─

把冤屈向上帝表明，但是沒有動手去傷害仇敵

如果沒有這些詩篇，好讓你讀了以後得到安慰，

很可能神兒女會把十字架變成十字軍 ─

報復神學，絕對不是詩篇的意思

2. 要讓你發抒

很像哈巴谷書、耶利米書、約伯記，

都是將人在受欺壓、冤屈、苦楚，

藉著咒詛詩 ─

宣洩裏面的苦楚、苦毒、埋怨、痛苦，

呼籲上帝涉入，好讓受冤屈的人得到安慰。

‧詩篇分類‧咒詛詩‧哀歌 ‧生命的轉彎

3. 建立完整的神學
藉著冤屈、向上帝訴苦，認識上帝是造物主、

萬有的主宰，仇敵上帝也會管教

還是審判的主，末世還要行審判

4. 詩人並沒有自己動手，將受欺壓的結果、仇恨…

一三九23-24 神啊，求你鑒察我，知道我的心思，

試煉我，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裡面有甚麼惡行沒有，引導我走永生的道路。

讀完詩篇，目標是要讓你有內省 ─ 裏面更新、懺悔，

深怕自己也像惡人，欺負不該欺負的人。

因此讀咒詛詩的時候，其實得到盼望、安慰，

知道 短暫時間敵人欺負你，

但上帝最後掌權，對上帝有信心、盼望。

‧詩篇分類 ‧咒詛詩‧哀歌‧生命的轉彎

團體、集體哀歌 ─ 耶利米哀歌，

詩篇 44、60、74、79、80、83…

個人哀歌 ─ 七十七篇

哀歌跟咒詛詩，

最能夠幫助受欺壓、痛苦、沒有盼望…
讀這些詩的時候 ─

靈裏仰望全能的神、憐恤的神

仰望最後行審判的神，

仇敵加你的時候 ─

主啊，伸冤在你、你來報應！



‧詩篇分類 ‧咒詛詩‧哀歌‧生命的轉彎

信義宗神學家 Martin Marty 太太得了癌症，

就跟他太太一篇一篇的頌讀詩篇，好幫助受折磨的妻子。

有一天他太太發覺，他讀了 八七篇 之後，跳到 九一篇…

八八3-5 因為我心裡滿了患難；我的性命臨近陰間。

我算和下坑的人同列，如同無力的人一樣。

我被丟在死人中，好像被殺的人躺在墳墓裡。

八九篇 講聖殿被毀，有點咒詛詩的味道

九十篇 摩西詩人，七十歲、八十歲，勞苦愁煩、轉眼成空

他怕他太太讀到這些詩篇的時候會過不去。

他太太說：「回去讀吧，假如我不能面對黑暗，

其他詩篇的光輝也無法閃耀。」

愈暗的地方，才能夠看到其他地方在亮，

幫助我去讀暗的，咒詛詩、哀歌，不要怕它！

‧詩篇分類 ‧咒詛詩 ‧哀歌‧生命的轉彎

兩部分同時在說明 ─

生命不一定只有沉下去，生命是可以轉彎的！

用重複角度來看，總共出現三次手，

把 七七篇 分成兩大部分 ─

第二節 我在夜間不住地舉手，

就開始滑下去、一直到底

第十節 上帝顯出右手，之後開始走出來

二十節 看到摩西、亞倫的手

七七篇總共二十節 ─

第一節 詩人向上帝發聲，希望上帝留心聽他的，

尋求主的結果，他的心不肯受安慰、反而滑下去

七七篇 幫助我們瞭解 ─ 人生的道路不會永遠是直的，

會有彎曲、會埋下去，重點怎麼走出來。

‧詩篇分類 ‧咒詛詩 ‧哀歌‧生命的轉彎

1 我要向神發聲呼求；我向神發聲，他必留心聽我。

2 我在患難之日尋求主；我在夜間不住地舉手禱告；

我的心不肯受安慰。

3 我想念神，就煩躁不安；我沉吟悲傷，心便發昏。

4 你叫我不能閉眼；我煩亂不安，甚至不能說話。

7 難道主要永遠丟棄我，不再施恩嗎？

8 難道他的慈愛永遠窮盡，他的應許世世廢棄嗎？

9 難道神忘記開恩，因發怒就止住他的慈悲嗎？

七次的No，全是碰到牆壁…痛苦反彈！

原來有痛苦，痛苦是人生的事實

詩篇有一半以上是對世界上不公平，

發出哀嘆、反抗、悲哀的詩歌

‧詩篇分類 ‧咒詛詩 ‧哀歌‧生命的轉彎

舊約的人物像以利亞、摩西，都曾經沉下去，後來轉彎

耶穌的兩個學生回頭往以馬忤斯，耶穌顯現幫助他們轉彎…
但丁的神曲描繪地獄的門口 ─ 進入的人必須放棄希望

七七篇 帶來盼望 ─ 再彎曲的人生路，仍然可以走出。

要瞭解你的心，不要一直在失敗的回憶裏，

被沈淪、被綁住，認為自己沒有盼望，

一定要從上半段走到下半段。

1. 不要讓思想淪陷在失敗的回憶中

讓你沉下去的關鍵是思想戰 ─

3 想念、5 追想、6 想起

9 上帝難道忘記開恩嗎？

12 轉彎之後，思想你的作為、默念你的作為

上帝的手托住他人生的底盤，他開始想念



‧詩篇分類 ‧咒詛詩 ‧哀歌‧生命的轉彎

一個姐妹跟先生過去常常吵架，後來信主、有一個高度了，

本來不給先生煮東西吃、不給他好衣服穿的，

信主，就給他好吃、好穿的。

先生問她說：妳為什麼改變？

她說： 我信主了、有永生了，

想到你將來只會在黑暗裏面永恆痛苦，

只有今生短暫可以吃，你太可憐了…
先生後來信主，因為太太有高度、才能看遠一些。

2. 只有長高一點的人，才看遠一些

10 至高者顯出右手，要看到祂、要有一個高度，

高度改變、心態就會改變、要有屬靈的視野 ─ 長高長高，，

長高的目的就是要更靠近上帝，

記念上帝在當中、記念祂憐憫、記念祂掌權。

‧詩篇分類 ‧咒詛詩 ‧哀歌‧生命的轉彎

3. 在多變的時代，尋求不變的定律

七七13-18 神啊，你的作為是潔淨的；有何神大如神呢？

上帝仍然是偉大的、聖潔的

你是行奇事的神；你曾在列邦中彰顯你的能力能力。。

祂仍然是列邦當中的君王

你曾用你的膀臂贖了你的民。

祂仍然是救贖的主，聖潔、主權、救贖

諸水見你，一見就都驚惶；深淵也都戰抖。

雲中倒出水來；天空發出響聲；你的箭也飛行四方。

你的雷聲在旋風中；電光照亮世界；大地戰抖震動。

過去約但河、紅海分裂的神，照常是你的神；

過去上帝在舊約所行的奇事，仍然可以是你的神。

‧詩篇分類 ‧咒詛詩 ‧哀歌‧生命的轉彎

4. 戴上看透環境的眼鏡，來尋求道路

七七19 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你的腳蹤無人知道。

上面有波浪、困難、冤屈，但上帝在下面，

要有一個屬靈的洞察力 ─ 看到下面有一條路，

可以過紅海，法老王追兵最後被掩埋。

5. 生命轉彎的人，能幫助別人生命轉彎

2 詩人的手、10 上帝的手，

上帝用軟弱的人生命轉彎，讓別人生命轉彎；

上帝的手托住你，你用祂給你的恩典，

用你的釘痕手來幫助別人，叫別人生命轉彎。

七七20 你曾藉摩西和亞倫的手引導你的百姓，

好像羊群一般。

奉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禱告，阿們。

禱告禱告親愛的主，我們當中

有軟弱、有卑微、有痛苦、有冤屈的人，

幫助我們長高一點 ─

看到你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

幫助我們從過去的思想、失敗當中走出來，

面對全能的神，一生下半場被你使用。

讓我們生命轉彎，

也讓我們周遭的人，跟我們相同遭遇的人，

因為我們走出來，他們也可以走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