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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6 詩篇簡介和詩篇的欣賞與詮釋(複習)
9/23 智慧詩與律法詩：詩篇1，119，127，135-136
9/30 可拉後裔的詩：詩篇42-49，84-85，87篇
10/7 亞薩的詩：詩篇50，73-83篇希幔，以探，所羅門和摩西的詩：詩篇
88-89，72，90-91篇
10/14上行之詩與信靠詩：詩篇115，120-134篇
10/21 停課一次
10/28 咒詛詩：詩篇35，55，59，69，79，109，137篇
11/4 君王詩與感恩詩篇：詩篇47， 93， 95-99篇，66-92，116，118，120
11/11哀歌詩：69-71，86，88，102，130等
11/18 讚美詩：146-150

什麼是咒詛詩（Imprecatory Psalms)？

思考問題：

• 咒詛詩是詩篇中比較特殊的詩篇。
• 所謂咒詛就是詩人希望神審判惡人，把病患、痛苦、絕望、死亡
等災禍降在那些惡人或仇敵身上。詩人表現出對仇敵的憤怒和尋
求神的公義的審判。
• 詩篇中的咒詛詩篇和片段經文有大約104句。
• 有十首詩是與咒詛有關的：35， 55， 58， 59， 69， 79， 83， 94，
109 ，137. 其中除了79，83，94和137篇外，都是標明大衛的詩。

1. 基督徒可以咒詛別人嗎？
2. 咒詛是否符合聖經的倫理原則？
3. 在咒詛詩中，神的愛在哪裡？

詩篇

主題

35

求主申冤，懲罰惡人

55

求主伸張公義，審判作惡的人

58

義人必有善報，惡人必有惡報

59

求神不要憐憫詭詐作惡的人

69

願惡人陷入重重的咒詛中

79

求神七倍懲罰外邦人的罪行

83

求神嚴厲審判敗壞的國家

94

求神審判世上的驕傲人

109

願咒詛臨到不敬虔的人

137

求神將巴比倫人的暴行歸到他們頭上

誰應當受咒詛？
1. 神的仇敵：不敬畏神的人(55:19), 不求告神的名的人(79:6)
2. 詩人的仇敵：仇敵(55:3), 對頭(109:20), 惡人(55:3,23; 109:2), 下
流人(35:15) , 狂妄人(35:16)
3. 國家的仇敵：侵略國土的外邦人(79:1)
4. 行為敗壞者：尋索我命的(35:4), 兇惡的見證人(35:11), 喜歡我遭
難的人(35:26), 流人血，行詭詐的人(55:23), 攻擊我的人(59:1),
作孽的人(59:2), 喜愛流人血的人(59:2), 行詭詐的惡人(59:5,
109:2), 無故恨我的人(69:4), 無理與我為仇，要把我剪除的人
(69:4), 恨我的人(69:14), 用惡言議論我的人(1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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咒詛詩的一些神學觀察

咒詛詩的一些倫理學觀察

1.
2.
3.
4.
5.

1. 詩人期待神的公義必彰顯在作惡的人身上（詩35:1)，侵犯詩人
如同侵犯神自己。
2. 透過禱告，詩人盼望惡人的詭計會帶來自我毀滅（詩35:8b）
3. 詩人祈求神一定要以牙還牙地報復惡人的邪惡，（詩137:8-9，
詩109 18-20）
4. 詩人對仇敵所發出的辱罵，是基於詩人對神的反叛，好像神沒有
按公義審判仇敵。
5. 詩人並沒有自己去以惡報惡，乃是將審判權交給神。咒詛詩提醒
我們這個世界是邪惡和不義，但我們可以將惡人在我們身上的惡行
交在神的恩手中。

有些邪惡的傷害者是詩人的朋友（詩55:12-14）
逼迫者無理的將邪惡加在詩人身上（詩109:2-3)
詩人是為了神的緣故而受苦（詩69:7-9)
詩人對人失去信心，但仍然持守對神的信心（詩109:2)
詩人受苦，但希望不會影響到群體對神的信心（詩69:6)

如何看待咒詛詩

詩人的七個健全的心態

1.忽略它：詩139：19-24
2.推崇它：認真地面對它、體會作者內心的掙扎，並思考它如何成為上
帝的話語
3.把它當作巫術：認為是一種巫術的宗教精神，它是對付敵人的「有效
咒詛」
4.把它當作情感的流露：在詩詞裡所表達出來的痛恨，只是詩人情感真
誠的流露，並不代表詩人所要採取的行動。
5.把它當作啟示上帝聖潔公義的本性：顯出上帝對惡之痛恨與審判。
6.把它當作預言：新約引用了不少咒詛詩的經文（約 15:25，徒1:20，
羅 11:9-10）

1.
2.
3.
4.
5.
6.
7.

以讚美作結束

詩篇109篇：惡人當受咒詛

• 讚美的話，出現在整首咒詛詩篇的中心部分（69：16）
• 讚美的話是咒詛詩篇的結束句（79：13）
• 讚美的話是咒詛詩篇的開端句，也是結束句（109：1 ，30）

1 我所讚美的 神啊，求你不要閉口不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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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他們圍繞我，說怨恨的話，又無故地攻打我。
4 他們與我為敵以報我愛，但我專心祈禱。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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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神必拯救他脫離惡人（35：10）
全心仰望神的幫助（55：22）
專心祈禱，祈求神的帶領（109：4）
有為神受苦的心志（69：7-8）
靠神快樂，維持健康的心靈狀態（35：9）
堅持行善，不做惡事（35：13-14）
學習謙卑，知道自己也有軟弱的一面（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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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109篇：惡人當受咒詛

詩篇109篇：惡人當受咒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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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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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他拿咒罵當衣服穿上；這咒罵就如水進他裡面，像油入他的骨頭。
19 願這咒罵當他遮身的衣服，當他常束的腰帶！
20 這就是我對頭和用惡言議論我的人從耶和華那裡所受的報應。

21 主─耶和華啊，求你為你的名恩待我；因你的慈愛美好，求你搭救我！
22 因為我困苦窮乏，內心受傷。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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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我受他們的羞辱，他們看見我便搖頭。
26 耶和華─我的 神啊，求你幫助我，照你的慈愛拯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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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篇109篇註釋

詩篇69篇 –願惡人陷入重重的咒詛中

這是一篇個人的哀歌，是咒詛詩篇中用字遣詞最嚴厲的一篇，非常
的刻薄惡毒。
1-5 詩人的苦況：讚美與申訴，他遭受敵人迫害，被誣誹毀謗。
6-29 祈求的內容：本段分為兩部分：
-1. 詩人求神對付敵人，使他們遭受利害的刑罰（6-20）；
-2. 詩人以自己的痛苦和神的慈愛作為祈求的基礎，求神搭救。
（21-29）
• 30-31 結語：詩人向神歌頌讚美，因他深信神必會為他伸冤。

1.
2.
3.
4.

詩篇69篇

詩篇69篇

11 我拿麻布當衣裳，就成了他們的笑談。
12 坐在城門口的談論我；酒徒也以我為歌曲。
13 但我在悅納的時候向你─耶和華祈禱。 神啊，求你按你豐盛的慈愛，
憑你拯救的誠實應允我！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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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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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耶和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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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不要掩面不顧你的僕人；我是在急難之中，求你速速地應允我！
18 求你親近我，救贖我！求你因我的仇敵把我贖回！
19 你知道我受的辱罵、欺凌、羞辱；我的敵人都在你面前。

5.
6.
7.
8.
9.
10.

神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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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啊，我的愚昧，你原知道；我的罪愆不能隱瞞。
萬軍的主─耶和華啊，求你叫那等候你的，不要因我蒙羞！以色列的 神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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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我為你的殿心裡焦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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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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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他們拿苦膽給我當食物；我渴了，他們拿醋給我喝。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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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願他們的眼睛昏矇，不得看見；願你使他們的腰常常戰抖。
24 求你將你的惱恨倒在他們身上，叫你的烈怒追上他們。
25 願他們的住處變為荒場；願他們的帳棚無人居住。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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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願你在他們的罪上加罪，不容他們在你面前稱義。
28 願他們從生命冊上被塗抹，不得記錄在義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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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69篇

詩篇69篇註釋

29 但我是困苦憂傷的； 神啊，願你的救恩將我安置在高處。
30 我要以詩歌讚美 神的名，以感謝稱他為大！
31 這便叫耶和華喜悅，勝似獻牛，或是獻有角有蹄的公牛。
32 謙卑的人看見了就喜樂；尋求 神的人，願你們的心甦醒。
33 因為耶和華聽了窮乏人，不藐視被囚的人。
34 願天和地、洋海和其中一切的動物都讚美他！
35 因為 神要拯救錫安，建造猶大的城邑；他的民要在那裡居住，得
以為業。
36 他僕人的後裔要承受為業；愛他名的人也要住在其中。

這是一篇個人的祈禱詩，也是受苦詩，預言彌賽亞的詩，新約中引
證最多的詩篇之一：4，9，21-23，25，28
1-4 詩人的苦況：他患了病，像被洪水淹沒，性命危在旦夕；與此
同時，他又遭受敵人的迫害。
5-6 祈求的基礎：詩人向神認罪（5），也指出神若不聽他的禱告，
別人可能因此失去信心。
7-12 詩人的苦況，親友視他為陌路人，不理睬他；敵人則辱罵他，
公開批判他。他受苦乃因為他對神的熱心引起了別人的仇視。

詩篇69篇註釋

詩篇79篇 -亞薩的詩

13-18 祈求的內容和基礎：由於詩人是神的僕人，而神又是慈愛和
誠實的，故他求神快快救他脫離險境。
19-21 詩人的苦況：他再一次描寫敵人如何苦待他，表示在他最需
要人慰藉和同情之際，竟找不到一個願意安慰他的人。
22-28 祈求的內容：詩人似乎忍無可忍，求神把最嚴厲的災難加在
敵人身上。
29 祈求的內容：詩人求神把他安置在高處，保護他。
30-36 結語：詩人深信他的禱告必蒙垂聽，故立志讚美神，且鼓勵
人一同讚美這位憐愛窮乏人、又拯救選民的神。

1 神啊，外邦人進入你的產業，污穢你的聖殿，使耶路撒冷變成荒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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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在耶路撒冷周圍流他們的血如水，無人葬埋。
4 我們成為鄰國的羞辱，成為我們四圍人的嗤笑譏刺。
5 耶和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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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篇79篇 -亞薩的詩

詩篇79篇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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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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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在哪裡呢？願你使外邦人知道你在我們眼前
伸你僕人流血的冤。
11 願被囚之人的嘆息達到你面前；願你按你的大能力存留那些將要死的人。
12 主啊，願你將我們鄰邦所羞辱你的羞辱加七倍歸到他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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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1-13 這是一篇團體的祈禱詩
1-4 詩人本國的苦況：外邦人竟然侵占了耶和撒冷，污辱聖殿，殺
死無數的選民。
5-12 祈求的內容和基礎：詩人求神消滅敵人，因為不會因以色列
人祖先的罪而懲罰他們，且不會容讓神的名被外邦人羞辱。
13 結語：詩人深信這位大牧人必會搭救的選民，因此他們要永遠
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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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137篇
1 我們曾在巴比倫的河邊坐下，一追想錫安就哭了。
2 我們把琴掛在那裡的柳樹上；
3 因為在那裡，擄掠我們的要我們唱歌，搶奪我們的要我們作樂，說：給
我們唱一首錫安歌罷！
4 我們怎能在外邦唱耶和華的歌呢？
5 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記你，情願我的右手忘記技巧！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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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啊，
求你記念這仇！
8 將要被滅的巴比倫城啊（城：原文作女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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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篇註釋
137:1-9 這是一篇團體的祈禱詩,詩人可能是聖殿的樂師
1-4 詩人同胞的苦況: 他們被擄到巴比倫，一想起故鄉便已禁不住要
哭了，但俘擄他們的外邦人還要戲笑和折磨他們。
5-6 祈求的基礎: 詩人表示他不會忘記自己的家鄉，就是耶和華所揀
選的耶路撒冷。
7-9 祈求的內容: 詩人求神嚴厲懲罰以東人（幫兇）和巴比倫人（禍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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