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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約中除了《詩篇》，全部用詩歌體裁寫成的還有《箴言》、《雅
歌》、《耶利米哀歌》和《彌迦書》，而《約伯記》也大半爲詩歌
體裁。

 詩篇中收錄的150首詩，大衛具名的詩共有73篇，有幾首沒具名的也
可能是大衛所作，例如：第2篇、95篇、96篇（代上16:23～33)、105
篇（代上16: 8～22）。亞薩有十二篇，希幔有一篇，以探有一篇，

可拉的後裔有十篇，所羅門有兩篇，摩西有一篇，沒有具名的有五
十篇。

 亞薩、希幔、以探都是祭司，在大衛做王時設立他們專司敬拜（代
上15:19, 25:1）,在歷代志上十五章，記載了當時龐大的敬拜團隊共有
280人，包括了亞薩、希幔、耶杜頓及其子孫。

 詩篇中最早的詩是摩西在曠野所寫的 90篇，晚期的有被擄回歸後所
作的 137篇。



詩篇的標題可分五類：

1)作者、2）歷史背景、3）文學形式、4）音樂記號、5）禮儀用法。

詩篇中有13篇的標題，記載大衛寫詩的背景：

3、7、18、34、51、52、54、56、57、59、60、63、142。

【細拉】為音樂記號的例子，其可能用法：

分段、轉調、强聲號、插樂

延長、休止符、默想、安靜



诗篇分类 有關的詩篇

1.赞美诗篇
8, 19, 29, 33,4 7, 65, 66, 68, 93, 96-100, 104-106, 111, 113, 
114, 117, 134-136, 145-150

2.信靠诗篇 4, 16, 23, 27, 62, 73, 90, 115, 123, 124, 125, 126

3.智慧诗篇 14, 34, 37, 49, 73, 90, 111, 112, 127, 128, 132

4.哀歌诗篇
37,11,13,17,22,23,27,30,31,32,35,38,39,41,44,51,57,60, 63, 
69,71,74,79,80,83,85,88,90,91,102,103,123,126,130,137

5.忏悔诗篇 6，25，32，38，39，40，51，102，130

6.感恩诗篇 118, 136

7.律法诗篇 1, 19, 119



8. 咒诅诗篇 35, 52，58，59，69，83, 109，137, 140

9. 救赎史诗 78，81，105，106，107，114

10.君王诗篇 2，18，20，21，45，72，89，101，110，144

11.弥赛亚诗 2，8，16，22，45，69，73，89，110，118，132

12.预言诗篇 2，16，22，24，40，45，60，69，72，118

13. 祈祷诗
6，17，22，23，28，38，42，43，46，51，56，61，63，
79，86，90，102，103，116，142，143

诗篇分类 有關的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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咒詛詩的定義

因著不公義的遭遇，詩人祈禱上帝對其仇敵的審判所寫之詩。

大衛：35, 55, 59, 69, 109, 140.
其他詩人: 79, 83, 137.

「咒詛」是個强烈的詞匯，此處也許不是最精確的用語，也
許可以歸類為「憤怒之詩」。但「咒詛詩」是詩篇類型的傳
統用語，雖然詩人的憤怒、用詞程度深淺不一，但都是祈求
上帝伸張公義，懲罰他們的仇敵。



詩篇 59

〔掃羅打發人窺探大衛的房屋，要殺他。那時大衛用這金詩，交與伶
長，調用休要毀壞。〕參撒母耳记上 19:11-12

vv.1-9 我的神阿，求你救我脫離仇敵、把我安置在高處、得脫那些

起來攻擊我的人。求你救我脫離作孽的人、和喜愛流人血的人。因

為他們埋伏、要害我的命、有能力的人聚集來攻擊我。耶和華阿，

這不是為我的過犯、也不是為我的罪愆。我雖然無過，他們預備整

齊、跑來攻擊我。求你興起鑒察、幫助我。萬軍之神耶和華以色列

的神阿，求你興起、懲治萬邦，不要憐憫行詭詐的惡人。〔細拉〕他

們晚上轉回、叫號如狗、圍城遶行。他們口中噴吐惡言、嘴裏有刀、

他們說：有誰聽見。但你耶和華必笑話他們，你要嗤笑萬邦。我的

力量阿、我必仰望你，因為神是我的高臺。



vv.10-17 我的神要以慈愛迎接我，神要叫我看見我仇敵遭報。不要

殺他們，恐怕我的民忘記（教訓）。主阿，你是我們的盾牌，求你
用你的能力使他們四散、且降為卑。因他們口中的罪、和嘴裏的言
語、並咒罵虛謊的話，願他們在驕傲之中被纏住了。

求你發怒、使他們消滅、以至歸於無有、叫他們知道神在雅各中間
掌權、直到地極。〔細拉〕
到了晚上、任憑他們轉回，任憑他們叫號如狗、圍城繞行。
他們必走來走去、尋找食物．若不得飽、就終夜在外。

但我要歌頌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愛，因為你作過我的高臺，
在我急難的日子、作過我的避難所。
我的力量阿，我要歌頌你，因為神是我的高臺，是賜恩與我的神。



詩篇 109 〔大衛的詩、交與伶長。〕

我所讚美的神阿、求你不要閉口不言。因為惡人的嘴、和詭詐人的
口、已經張開攻擊我．他們用撒謊的舌頭對我說話。他們圍繞我、
說怨恨的話、又無故地攻打我。他們與我為敵以報我愛．但我專心
祈禱。他們向我以惡報善、以恨報愛。
6. 願你派一個惡人轄制他、派一個對頭站在他右邊。
7. 他受審判的時候、願他出來擔當罪名．願他的祈禱、反成為罪。
8. 願他的年日短少．願別人得他的職分。
9. 願他的兒女為孤兒、他的妻子為寡婦。
10 願他的兒女漂流討飯、從他們荒涼之處出來求食。
11 願強暴的債主牢籠他一切所有的．願外人搶他勞碌得來的。
12 願無人向他延綿施恩．願無人可憐他的孤兒。



109:13 願他的後人斷絕、名字被塗抹、不傳於下代。
14.願他祖宗的罪孽被耶和華記念．願他母親的罪過不被塗抹。
15.願這些罪常在耶和華面前、使他的名號斷絕於世．
16.因為他不想施恩、卻逼迫困苦窮乏的、和傷心的人、要把他們治死。
17.他愛咒罵、咒罵就臨到他．他不喜愛福樂、福樂就與他遠離。
他拿咒罵當衣服穿上,這咒罵就如水進他裏面、像油入他的骨頭。
願這咒罵當他遮身的衣服、當他常束的腰帶。
這就是我對頭、和用惡言議論我的人、從耶和華那裏所受的報應。
主耶和華阿、求你為你的名恩待我．因你的慈愛美好、求你搭救我．
因為我困苦窮乏、內心受傷。我如日影漸漸偏斜而去,我如蝗蟲被抖出
來。24.我因禁食、膝骨軟弱;我身上的肉、也漸漸瘦了。
我受他們的羞辱,他們看見我、便搖頭。
耶和華我的神阿,求你幫助我、照你的慈愛拯救我．



109:27 使他們知道這是你的手、是你耶和華所行的事。
28.任憑他們咒罵,惟願你賜福;他們幾時起來、就必蒙羞,
你的僕人卻要歡喜。

29.願我的對頭、披戴羞辱; 願他們以自己的羞愧為外袍遮身。
30.我要用口極力稱謝耶和華．我要在眾人中間讚美他。
31.因為他必站在窮乏人的右邊、要救他脫離審判他靈魂的人。



問：基督徒可以咒詛人嗎？

(太 5:43-46) 你們聽見有話說:『當愛你的鄰舍，恨你的仇敵。』 只

是我告訴你們，要愛你們的仇敵，爲那逼迫你們的禱告。這樣就
可以作你們天父的兒子；因爲他叫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
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你們若單愛那愛你們的人，有什麽賞賜
呢？就是稅吏不也是這樣行嗎？

(羅12:14) 逼迫你們的，要給他們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詛。

新約的信徒如果咒駡我們的仇敵，是否違反了基督的教導？



不同倫理的標準

• 咒詛詩同時把詩人與上帝放在一個憤怒與報仇的處境。

• 舊約聖經的倫理高峰，的確是愛的倫理：愛神（申6:5 你要盡心、

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神。 ）及愛人（利19:18 不可報仇、也

不可埋怨你本國的子民，卻要愛人如己。我是耶和華。) 耶穌説過：

這兩條誡命，是最大的誡命。

• 舊約聖經的倫理低點，則是報仇的論理。（申19:21 要以命償命、

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確保人必須對自己的行爲負責。

•對於新約、舊約的倫理差異，今日信徒該如何自處？



詩篇 79  【亞薩的詩】

神阿, 外邦人進入你的產業、污穢你的聖殿、使耶路撒冷變成荒堆;
把你僕人的屍首、交與天空的飛鳥為食、把你聖民的肉、交與地上的野
獸; 在耶路撒冷周圍流他們的血如水、無人葬埋。
我們成為鄰國的羞辱、成為我們四圍人的嗤笑譏刺。
5 耶和華阿, 這到幾時呢? 你要動怒到永遠麼? 你的憤恨要如火焚燒麼?
6 願你將你的忿怒倒在那不認識你的外邦、和那不求告你名的國度。
7 因為他們吞了雅各、把他的住處變為荒場。
8 求你不要記念我們先祖的罪孽、向我們追討; 願你的慈悲快迎著我們,
因為我們落到極卑微的地步。9 拯救我們的神阿、求你因你名的榮耀、

幫助我們、為你名的緣故、搭救我們、赦免我們的罪。10 為何容外邦人

說、他們的 神在哪裏呢．願你使外邦人知道你在我們眼前、伸你僕人
流血的冤。11 願被囚之人的歎息、達到你面前．願你按你的大能力、存
留那些將要死的人。



79:12 主阿，願你將我們鄰邦所羞辱你的羞辱、加七倍歸到他們身上。
79:13 這樣，你的民、你草場的羊、要稱謝你，直到永遠；要述說讚美
你的話、直到萬代。

 世人或舊約時期「以惡報惡」的行為準則



詩篇 137
我們曾在巴比倫的河邊坐下，一追想錫安就哭了。
我們把琴挂在那裏的柳樹上。

因為在那裏擄掠我們的、要我們唱歌、搶奪我們的、要我們作樂，說：
給我們唱一首錫安歌吧！我們怎能在外邦唱耶和華的歌呢？

耶路撒冷阿，我若忘記你，情願我的右手忘記技巧。我若不記念你，若
不看耶路撒冷過於我所最喜樂的，情願我的舌頭貼於上膛。

7. 耶路撒冷遭難的日子、以東人說拆毀、拆毀、直拆到根基。
耶和華阿，求你記念這仇。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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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拿你的嬰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便為有福。



 詩篇中的每首詩，皆有寫詩之人的 個人特質及歷史處境。

 修辭上的誇張，是寫作的特性之一，詩人藉著言語上誇張的表

達，來宣泄自己憤怒的情緒。

 咒詛詩是因不公的對待，或因民族、國家的悲劇而受苦的個人

或為群體所發出的悲鳴，這樣的理由是否能讓咒詛合理化？

 上帝能理解詩人的憤怒與悲傷，就像上帝能接受約伯的不滿與

情緒一樣。在約伯記中神並沒有責備約伯的言辭，而是用問題

來引導他思考：神創造的權能與主權。



詩篇 69 〔大衛的詩、交與伶長、調用百合花。〕
詩歌寫作背景不詳，題注爲大衛所作，從內容（35節）看，也可能是希西家王
（參王下18至20章）

神阿, 求你救我, 因為眾水要淹沒我。
我陷在深淤泥中, 沒有立腳之地。我到了深水中，大水漫過我身。
我因呼求困乏、喉嚨發乾．我因等候神、眼睛失明。

無故恨我的、比我頭髮還多，無理與我為仇、要把我剪除的、甚為
強盛，我沒有搶奪的、要叫我償還。
神阿、我的愚昧你原知道，我的罪愆不能隱瞞。

萬軍的主耶和華阿、求你叫那等候你的、不要因我蒙羞．以色列的
神阿、求你叫那尋求你的、不要因我受辱。
因我為你的緣故受了辱罵、滿面羞愧。
我的弟兄看我為外路人；我的同胞看我為外邦人。



69:9 因我為你的殿心裏焦急、如同火燒，並且辱罵你人的辱罵、都落
在我身上。我哭泣、以禁食刻苦我心、這倒算為我的羞辱。
我拿麻布當衣裳、就成了他們的笑談。
坐在城門口的談論我，酒徒也以我為歌曲。

但我在悅納的時候，向你耶和華祈禱。神阿、求你按你豐盛的慈愛、
憑你拯救的誠實、應允我。

求你搭救我出離淤泥、不叫我陷在其中．求你使我脫離那些恨我的人、
使我出離深水。求你不容大水漫過我、不容深淵吞滅我、不容坑坎在
我以上合口。耶和華阿、求你應允我、因為你的慈愛本為美好。求你
按你豐盛的慈悲、回轉眷顧我。
不要掩面不顧你的僕人。我是在急難之中，求你速速的應允我。
求你親近我、救贖我，求你因我的仇敵把我贖回。
你知道我受的辱罵、欺凌、羞辱，我的敵人都在你面前。



69:20 辱罵傷破了我的心，我又滿了憂愁，我指望有人體恤、卻沒有一
個；我指望有人安慰、卻找不著一個。
他們拿苦膽給我當食物，我渴了、他們拿醋給我喝。

願他們的筵席、在他們面前變為網羅、在他們平安的時候、變為機檻
（網羅）。願他們的眼睛昏矇、不得看見。願你使他們的腰常常戰抖。
求你將你的惱恨、倒在他們身上、叫你的烈怒、追上他們。
願他們的住處、變為荒場．願他們的帳棚、無人居住。
因為你所擊打的，他們就逼迫；你所擊傷的，他們戲說他的愁苦。
願你在他們的罪上加罪、不容他們在你面前稱義。
願他們從生命冊上被塗抹、不得記錄在義人之中。
但我是困苦憂傷的。神阿、願你的救恩將我安置在高處。
我要以詩歌讚美神的名、以感謝稱他為大。
這便叫耶和華喜悅、勝似獻牛、或是獻有角有蹄的公牛。



69:32 謙卑的人看見了,就喜樂。尋求神的人、願你們的心甦醒。
因為耶和華聽了窮乏人、不藐視被囚的人。
願天和地、洋海、和其中一切的動物、都讚美他。

因為神要拯救錫安、建造猶大的城邑。他的民要在那裏居住、得以為
業。
他僕人的後裔、要承受為業，愛他名的人、也要住在其中。



如果信仰只是一套道德標準，那對人的生命不會起到太大的
作用。

如果信仰是一種真實的關係，因著這個「關係」人會願意
「改變」，這種由内而外的變化就是羅馬書12：2 所説的

「心意更新而變化」。

情緒反應了人内心的真實狀況，這也是上帝當初造人設計的
一部分。辨別、理解、接納自己的情緒，是心理健康的重要
礎石。

「傾訴」是整理、表達、抒發自己情緒的正常管道，以禱告
的方式「向神傾訴」是與上帝/耶穌建立關係的健康方式。

以弗所書 4:26，生氣卻不要犯罪, 不可含怒到日落。



以聖經的真理、標準來内省！

(伯 1:22) 在這一切的事上，約伯並不犯罪，也不以神為愚妄。
〔或翻譯為：不妄評 神〕

(伯 2:9-10)他的妻子對他說：你仍然持守你的純正麼？你棄掉神，
死了吧！約伯卻對他說：你說話像愚頑的婦人一樣。噯！難道我
們從神手裏得福，不也受禍麼？在這一切的事上，約伯並不以口
犯罪。

(羅12:19,21) 親愛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寧可讓步，聽憑主怒。
〔或作讓人發怒〕因為經上記著：『主說，伸冤在我；我必報應。』
… 你不可為惡所勝，反要以善勝惡。

(Romans 14, 19, 21 NASB)  Bless those who persecute you;    
bless and do not curse…   Never pay back evil for evil to anyone. 
.… Do not be overcome by evil, but overcome evil with good.



缺乏憤怒，可能是公義和道德信念淪喪的警訊！
〜C.S. Lewis 路易斯

在基督教倫理中，審判不是以復仇的原則為基礎，而是以

「神的公義」為基礎。

當人殷殷期盼，向神懇求的事情沒有發生，難免會失望、
抱怨、氣餒、生氣，有的人對信仰變得冷漠，有的人因著
纍積太多的怒氣一下子爆發出來，而會有情緒性的反應，
就像寫咒詛詩的詩人。上帝理解我們，能夠接納我們的情
緒，而人如何能生氣而不犯罪，同時能宣泄掉心中的負面
情緒？如何拿捏分寸？是我們要學習的功課。



詩篇收錄了人向神的禱告，包括了頌贊、祈禱、感恩、敬
拜時的歌曲，以及人向神表達的真實感受。藉著這樣的祈
禱、敬拜，與神建立起親密的關係。研讀詩篇幫助我們學
習禱告，學習與神同行的生活。

Bible Project: 詩篇介紹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pO8JuzIylo

Dr. David Eckman

Free On-line seminar: Discovering a healthy way of 
managing your emotion 

https://www.head2heart.org/event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pO8JuzIylo
https://www.head2heart.org/ev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