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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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頌讚作為詩篇的結尾
(詩150)



什麽是記憶（Memory）？

•積存過去的經歷

•連接過去不同的片段成爲一個故事

•非固定、需要詮釋 (interpretation)

•選擇性的 (selective)

•過去的記憶成爲今天的我們

•We are what we remember and how we 
remember.



有失憶情節的10部韓劇

•失憶橋段
•這可是韓劇中的萬金油！
•一言不合
•男主失憶
•女主失憶
•熱戀的時候失憶
•分手的時候失憶
•失憶和車禍

•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entertainment/xnjnqq8.html



記憶：逾越節



記憶：過去、現在、將來

奴僕的條例：

要記念你在埃及地作過奴僕，耶和華 ─ 
你的神將你救贖；因此，我今日吩咐
你這件事（申15：15）。

你不可向寄居的和孤兒屈枉正直，也
不可拿寡婦的衣裳作當頭。要記念你在
埃及作過奴僕。耶和華 ─ 你的神從那裡
將你救贖，所以我吩咐你這樣行（申 24：
17-18）。



詩篇105 & 106篇

•詩篇卷四結尾

•群體感恩讚美詩

•重述出埃及的故事

•不同角度重述歷史

•詩105：23 – 42

•詩106：6 – 23 



23 以色列也到了埃及；雅各在含地寄居。

24 耶和華使他的百姓生養眾多，使他們比敵
人強盛，

25 使敵人的心轉去恨他的百姓，並用詭計待
他的僕人。

26 祂打發他的僕人摩西和他所揀選的亞倫，

27 在敵人中間顯祂的神蹟，在含地顯祂的奇事。

28 祂命黑暗，就有黑暗；沒有違背祂話的。

29 祂叫埃及的水變為血，叫他們的魚死了。

30 在他們的地上以及王宮的內室，青蛙多多
滋生。

詩篇105：23 – 42 



31祂說一聲，蒼蠅就成群而來，並有虱子進
入他們四境。

32祂給他們降下冰雹為雨，在他們的地上降
下火燄。

33 祂也擊打他們的葡萄樹和無花果樹，毀壞
他們境內的樹木。

34 祂說一聲，就有蝗蟲螞蚱上來，不計其數，

35 吃盡了他們地上各樣的菜蔬和田地的出產。

36 祂又擊殺他們國內一切的長子，就是他們
強壯時頭生的。

37 祂領自己的百姓帶銀子金子出來；祂支派
中沒有一個軟弱的。



38 他們出來的時候，埃及人便歡喜；原來埃
及人懼怕他們。

39 祂鋪張雲彩當遮蓋，夜間使火光照。

40 他們一求，他就使鵪鶉飛來，並用天上的
糧食叫他們飽足。

41祂打開磐石，水就湧出；在乾旱之處，水
流成河。

42 這都因祂記念他的聖言和祂的僕人亞伯拉
罕。



詩篇105：回顧我們與神的故事#1

•突出詩人的記憶
（impressionistic）

•重述與歷史的次序不同

•加添自己的解釋

•建構神學思考框架？



出埃及記 詩篇105

血 黑暗

青蛙 血

虱子 青蛙

蒼蠅 蒼蠅

瘟疫 虱子

瘡 冰雹

冰雹 蝗蟲（螞蚱）

蝗蟲 殺長子

黑暗

殺長子



詩篇105 出埃及記

24 耶和華使他的百姓生養
眾多，使他們比敵人強
盛，
25 使敵人的心轉去恨他的
百姓，並用詭計待他的僕
人。

7 以色列人生養眾多，並且繁茂，
極其強盛，滿了那地 ……9對他的百
姓說：看哪，這以色列民比我們
還多，又比我們強盛。10來罷，我
們不如用巧計待他們，恐怕他們
多起來，日後若遇甚麼爭戰的事，
就連合我們的仇敵攻擊我們，離
開這地去了。

37 他領自己的百姓帶銀子
金子出來；他支派中沒有
一個軟弱的。

35以色列人照著摩西的話行，向埃
及人要金器、銀器，和衣裳。
36耶和華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
以致埃及人給他們所要的。他們
就把埃及人的財物奪去了。

38 他們出來的時候，埃及
人便歡喜；原來埃及人懼
怕他們。

33埃及人催促百姓，打發他們快快
出離那地，因為埃及人說：我們
都要死了。16驚駭恐懼臨到他們。
耶和華阿，因你膀臂的大能，他
們如石頭寂然不動，等候你的百
姓過去，等候你所贖的百姓過去。



回顧神的作爲：拯救、行奇跡、抗敵

vv. 23-44：

• 從埃及、曠野、到賜地

• 回顧與重述神與以色列民的故事

42 這都因祂記念他的聖言和祂的僕人亞伯拉罕。

43 祂帶領百姓歡樂而出，帶領選民歡呼前往。

44 祂將列國的地賜給他們，他們便承巡蛦民勞
碌得來的，

45 好使他們遵祂的律例，守祂的律法。你們要
讚美耶和華 (Halleluyah)！



106：6 - 23

6 我們與我們的祖宗一同犯罪；我們作了孽，
行了惡。

7 我們的祖宗在埃及不明白你的奇事，不記
念你豐盛的慈愛，反倒在紅海行了悖逆。

8 然而，祂因自己的名拯救他們，為要彰顯
祂的大能，

9 並且斥責紅海，海便乾了；祂帶領他們經
過深處，如同經過曠野。

10 祂拯救他們脫離恨他們人的手，從仇敵手
中救贖他們。

11 水淹沒他們的敵人，沒有一個存留。

12 那時，他們才信了祂的話，歌唱讚美祂。



13 等不多時，他們就忘了他的作為，不仰望
祂的指教，

14 反倒在曠野大起慾心，在荒地試探神。

15 祂將他們所求的賜給他們，卻使他們的心
靈軟弱。

16 他們又在營中嫉妒摩西和耶和華聖者亞倫。

17 地裂開，吞下大坍，掩蓋亞比蘭一黨的人。

18 有火在他們的黨中發起；有火燄燒燬了惡
人。



19 他們在何烈山造了牛犢，叩拜鑄成的像。

20 如此將他們榮耀的主換為吃草之牛的像，

21 忘了神 ─ 他們的救主；祂曾在埃及行大事，

22 在含地行奇事，在紅海行可畏的事。

23 所以，祂說要滅絕他們；若非有祂所揀選
的摩西站在當中（破口），使祂的忿怒轉消，
恐怕祂就滅絕他們。



詩篇106：回顧我們與神的故事#2

•突出詩人記憶：選民的失憶和悖逆

•回顧神的作爲：神拯救、行奇事、審判悖逆

•感恩神的作爲：你們要讚美耶和華（106:48）



Memory: A Shield & a Sword

• “How should we remember for our 
memory to foster flourishing? (p.20)

• “When we remember the past, it is not 
only past; it breaks into the present 
and gains a new lease on life” (p. 21). 

• The means of healing is the interpretive 
work (p.28).



過去為現今的鑒戒

1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不曉得，我們
的祖宗從前都在雲下，都從海中經過，
2 都在雲裡、海裡受洗歸了摩西；3 並
且都吃了一樣的靈食，4 也都喝了一樣
的靈水。所喝的，是出於隨著他們的
靈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5 但他們中
間多半是神不喜歡的人，所以在曠野
倒斃。6 這些事都是我們的鑑戒，叫我
們不要貪戀惡事，像他們那樣貪戀的
（林前10：1-6） 。



43 祂屢次搭救他們，他們卻設謀背逆，因自
己的罪孽降為卑下。

44 然而，祂聽見他們哀告的時候，就眷顧他
們的急難，

45 為他們記念祂的約，照祂豐盛的慈愛後悔。

46 祂也使他們在凡擄掠他們的人面前蒙憐恤。

47 耶和華 ─ 我們的神啊，求你拯救我們，從
外邦中招聚我們，我們好稱讚你的聖名，以
讚美你為誇勝。

48 耶和華 ─ 以色列的神是應當稱頌的，從亙
古直到永遠。願眾民都說：阿們！你們要讚
美耶和華（詩106：43-48）！



靈程自傳
（Spiritual Autobiography）



你們在曠野所行的路上，也曾見耶和華 ─ 你
們的神撫養 ( 背著) 你們，如同人撫養 (背著) 兒
子一般，直等你們來到這地方（申1：31）。



回顧我們與神的故事

 在我們與神的關係中, 我們通常記念什麽

（what）、如何記念（how）它們？

 不記念神與神的作爲在我們生命中的後果是

什麽？

 我們應如何操練選擇記憶來增進與神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