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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的五步曲

• 卷一（詩1-41）: 以頌讚作結束(詩41:13)

• 卷二（詩42-72）: 以頌讚作結束(詩72:18-19)

• 卷三（詩73-89）: 以頌讚作結束(詩89:52)

• 卷四（詩90-106）: 以頌讚作結束(詩106:48)

• 卷五（詩107-150）: 以頌讚作為整本詩篇的結束
(詩150)



平常（order）

偏離平常

(disorder)

更新平常

(reorder)





詩篇73篇: 小約伯

1亞薩的詩
神實在恩待（good）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
2至於我，我的腳幾乎失閃；我的腳險些
滑跌。
3我見惡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懷不平。
4他們死的時候沒有疼痛; 他們的力氣卻
也壯實。
5他們不像別人受苦，也不像別人遭災。
6所以，驕傲如鏈子戴在他們的項上；強
暴像衣裳遮住他們的身體。



7他們的眼睛因體胖而凸出；他們所得
的，過於心裡所想的。
8他們譏笑人，憑惡意說欺壓人的話；他
們說話自高。
9他們的口褻瀆上天；他們的舌毀謗全地。
10所以神的民歸到這裡，喝盡了滿杯的苦水。
11他們說: 神怎能曉得？至高者豈有知識呢？
12看哪，這就是惡人；他們既是常享安逸，
財寶便加增。



13我實在徒然潔淨了我的心，徒然洗手
表明無辜。
14因為，我終日遭災難；每早晨受懲治。
15我若說，我要這樣講，這就是以奸詐
待袮的眾子。
16我思索怎能明白這事，眼看實係為難，





詩篇73:1-16

• “神實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 (v.1)

• 確認詩篇1 (平常)

• 信仰的衝擊：理想和現實不符 (vv2-16)

• 質疑詩篇1 (偏離平常)



祝福與咒詛（申28章）

• 農產豐富

• 後裔眾多

• 出入蒙福

• 戰勝仇敵

• 凡事順利

• 綽綽有餘

• 居首不居尾

• 農產受咒詛

• 後裔受咒詛

• 速速被毀滅

• 瘟疫、疾病

• 仇敵追趕

• 不得好死

• 被擄分散

• 蝗蟲之災

• 事奉仇敵

• 不得安逸

• 晝夜恐懼



希伯來聖經

• 五經（Torah）

• 先知（Prophets）

• 聖卷（Writings）

-詩篇中的哀歌

-約伯記

-傳道書

申命記神學

挑戰申命記神學



詩篇73:1-16

• 眼睛所見未必是全部真理

• “我見”（73：3）

• “請你追想：無辜的人有誰滅亡？
正直的人在何處剪除？按我所見，
耕罪孽、種毒害的人都照樣收割。
神一出氣，他們就滅亡；神一發怒，
他們就消沒”（伯4：7-8）。





詩篇73篇

• 引言 1-2

• 我的視角 3-16

•轉折 17

• 神的視角 18-22

• 結論 23-28



詩篇 73:17-28：轉換視角

17等我進了神的聖所，思想他們的結局。
18袮實在把他們安在滑地，使他們掉在
沉淪之中。
19他們轉眼之間成了何等的荒涼！他們
被驚恐滅盡了。
20人睡醒了，怎樣看夢；主啊，袮醒了也
必照樣輕看他們的影像。
21因而，我心裡發酸，肺腑被刺。
22我這樣愚昧無知，在袮面前如畜類一般。





Cosmic Journey



23然而，我常與袮同在；袮攙著我的右手。
24袮要以袮的訓言引導我，以後必接我到
榮耀裡。
25除袮以外，在天上我有誰呢？除袮以
外，在地上我也沒有所愛慕的。
26我的肉體和我的心腸衰殘；但神是我
心裡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遠。
27遠離袮的，必要死亡；凡離棄袮行邪淫
的，袮都滅絕了（affirm Ps 1）。
28但我親近神是與我有益 (good)；我以主
耶和華為我的避難所，好叫我述說袮一
切的作為。



詩篇 73:17-28：代名詞

• 1-16節：我和他們

• 17-28節：我和袮

• 信仰真諦在乎“袮我”關係（I - thou）

• “除袮以外”（73：25）



詩篇 73:17-28

• 在神的視角中（讀經、禱告、敬拜），最終必
有公義

• “袮實在把他們安在滑地”（73：18）

• 確認詩篇1

• “但我親近神是與我有益(good)”（73：28）

• 神實在恩待(good)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73：1）

• 確認詩篇1



詩篇73篇：個人哀歌



詩人的心 (heart)

• 神實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 !（73：1）

• 我實在徒然潔淨了我的心，徒然洗手表明
無辜（73：13）。

• 因而，我心裡發酸，肺腑被刺（73：21）。

• 我的肉體和我的心腸衰殘；但神是我心裡
的力量（73：26）

• 他們所得的，過於心裡所想的（73：7）。



詩人的認知 (mind)

• 我思索怎能明白（know）這事，眼看
實係為難 (73:16).

• 我這樣愚昧無知 ( no knowledge)，在你
面前如畜類一般 (73:22)。

• 他們說：神怎能曉得 (know)？至高者
豈有知識 (knowledge) 呢 (73:11)？



當面對衝擊時

• 進入聖所：敬拜、讀經、禱告

• 轉換視角：袮看非我看

• 接受現實：義人受苦，惡人興旺（不
整齊神學）

• 調整優先：知道什麽最重要



詩篇74篇：群體哀歌

• 聖殿被毀

• 惡人興旺

• 義人受苦

• 我們 vs 他們

• 我們 vs 袮



詩篇74篇：群體哀歌
1亞薩的訓誨詩。
神啊，袮為何永遠丟棄我們呢？袮為何
向袮草場的羊發怒，如煙冒出呢？
2求袮記念袮古時所得來的會眾，就是袮
所贖﹔作袮產業支派的，並記念袮向來
所居住的錫安山。
3求袮舉步去看那日久荒涼之地，仇敵在
聖所中所行的一切惡事。
4袮的敵人在袮會中吼叫；他們豎了自己
的旗為記號。
5他們好像人揚起斧子，砍伐林中的樹。



6聖所中一切雕刻的，他們現在用斧子錘
子打壞了。
7他們用火焚燒袮的聖所，褻瀆袮名的居
所，拆毀到地。
8他們心裡說：我們要盡行毀滅；他們就
在遍地把神的會所都燒燬了。
9我們不見我們的標幟，不再有先知；我
們內中也沒有人知道這災禍要到幾時呢！
10神啊，敵人辱罵要到幾時呢？仇敵褻
瀆袮的名要到永遠麼？
11袮為甚麼縮回袮的右手？求袮從懷中
伸出來，毀滅他們。



詩篇74篇

• 詩篇73篇：惡人興旺、義人受苦

• 詩篇74篇：

• 具體：仇敵在聖所中所行的一切惡事
（v.3）。

• 經歷神的靜默與隱藏：袮為甚麼縮回袮
的右手（v.11）？



“等我進了神的聖所，思想他們的結
局”（73：17）



12 神自古以來為我的王，在地上施行拯
救。

13 袮曾用能力將海分開，將水中大魚的
頭打破。

14 袮曾砸碎鱷魚的頭，把他給曠野的禽
獸（民）為食物。

15 袮曾分裂磐石，水便成了溪河；袮使
長流的江河乾了。

16 白晝屬袮，黑夜也屬袮；亮光和日頭
是袮所預備的。

17 地的一切疆界是袮所立的；夏天和冬
天是袮所定的。



18 耶和華啊，仇敵辱罵，愚頑民褻瀆了
袮的名，求袮記念這事。

19 不要將袮斑鳩的性命交給野獸；不要
永遠忘記袮困苦人的性命。

20 求袮顧念所立的約，因為地上黑暗之
處都滿了強暴的居所。

21 不要叫受欺壓的人蒙羞回去；要叫困
苦窮乏的人讚美袮的名。

22 神啊，求袮起來為自己伸訴！要記念
愚頑人怎樣終日辱罵袮。

23 不要忘記袮敵人的聲音；那起來敵袮
之人的喧嘩時常上升。



詩篇74篇

• “我們” vs “他們”

• “我們”向神呼求（神啊！求袮…）

• “袮的名”（74: 7, 10, 18, 21）

• 無終結的呼求（open ended）

• 禱告會

• 從個人到群體



詩篇75篇：群體感恩詩

1亞薩的詩歌，交與伶長。調用休要毀壞。

神啊，我們稱謝袮，我們稱謝袮！因為
袮的名相近，人都述說袮奇妙的作為。
2我到了所定的日期，必按正直施行審判。
3地和其上的居民都消化了；我曾立了
地的柱子（細拉）。



4我對狂傲人說：不要行事狂傲！對凶惡人
說：不要舉角！
5不要把你們的角高舉；不要挺著頸項說話。
6因為高舉非從東，非從西，也非從南而來。
7惟有神斷定；他使這人降卑，使那人升高。
8耶和華手裡有杯，其中的酒起沫，杯內滿
了攙雜的酒；他倒出來，地上的惡人必都
喝這酒的渣滓，而且喝盡。
9但我要宣揚，直到永遠！我要歌頌雅各的神！
10惡人一切的角，我要砍斷；惟有義人的
角必被高舉。



詩篇73-75的互動關係

1. 惡人和義人的結局

• 詩篇73：個人哀嘆惡人興旺，義人受苦

• 詩篇74：聖所被毀，惡人興旺，義民受苦

• 詩篇75：神高舉義人的角，砍斷惡人的角

• 今生和永恆的分別



詩篇73-75的互動關係

2. 個人哀歌 群體哀歌 群體感恩

• 神聽見詩人的哀歌

• 群體禱告的力量

• 等候神的回應



詩篇 73 詩篇 75

親近神與我有益
Nearness of God is my 
good

73:28 袮的名相近
For your name is near

75:1

好叫我述說袮一起的作
為
That I may tell of all your 
works

73:28 人都述說袮奇妙的作為
Men declare your 
wondrous works

75:1

我見惡人和狂傲人享平
安
I was envious of the 
arrogant 

73:3 我對狂傲人說“不要狂
傲”
I said to the boastful: Do 
not boast

75:4

這就是惡人，常享安逸
These are the wicked, and 
always at ease

73:3 –
12 

惡人一切的角，我要砍
斷
All the horns of the wicked, 
he will cut off

75:10



詩篇73-75的互動關係

3. 在信仰之旅中有兩個動向（2 movements）

• 個人 群體 向外宣揚

“From solitude to community to ministry”
(Henri Nouwen, Spiritual Direction, 110) 

• 我以主耶和華為我的避難所，好叫我
述說你一切的作為（73：28）。

• 但我要宣揚，直到永遠！我要歌頌雅各
的神（75：9）！



聖餐 (Holy Communion)



• “Community is the place where the 
person you least want to live with always 
lives.” 

• “Spiritual formation always includes 
formation to life in community”

(Henri Nouwen, Spiritual Direction, 115)





詩程之旅：從不平安到平安

• 親近神與我有益（禱告）

• 接受不整齊神學（成熟）

• 群體齊聲向神求（同伴）

• 在神最終有公義（等候）



默想問題

 在你現時的狀況中，有經歷什麽“不整齊”

的處境？

 亞薩信仰中的“理想”與“事實”如何反

映在我們的信仰生活中？

 亞薩的“進入聖所”如何提醒我們遇到不

整齊時要做的？

 神的回應如何回答我們面對不公義或“不

整齊”時的困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