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轉瞬顧盼的⼈人⽣生《詩篇》: 
⽣生命與仇敵

聖經書⽬目療法 ５

Joyo  RLBL xxxii ©2021



詩篇  
Psalms

作者：King David. Moses, Solomon, Asaph, Ethan, Heman, the sons of Korah, etc.  

⽇日期：1450 B.C. - 430 B.C. (1000 B.C. mainly) 

背景：跨距1000年年，從摩⻄西時代出埃及，⾄至以⾊色列列之巴比倫倫被擄歸回。  

這些詩歌與祈禱⽂文⽤用於崇拜，並描繪了了詩⼈人的經驗與情感。仿摩⻄西

五經⽽而分為五卷，計150篇詩章係《聖經》中最長篇幅經卷。

《詩篇》有極⼤大比例例的「個⼈人哀歌」，為數29篇中有

19篇集中在(主要為⼤大衛的詩)卷⼀一。


「哀歌」是詩篇中最⼤大的類別，它雖處於「讚美」的

反⾯面，但仍往最終的「讚美」靠近。


卷四、卷五則以讚美詩為主軸。



書⽬目療法之三階段程序

1. 諒解共鳴 與 投射 (Identification and Projection) 

2. 情緒宣洩 與 身體釋壓 (Abreaction and Catharsis) 

3. 洞察領悟 與 融會 (Insight and Integration)

認同 

淨化 

領悟

Sarah McNicol, “Theories of Bibliotherapy,” in Bibliotherapy, ed. Sarah McNicol and Liz Brewster 
(London: Facet Publishing, 2018), 28.



書⽬目療法之三階段程序

1. 諒解共鳴 與 投射 (Identification and Projection) 

：孤獨自我，尋得燈火闌珊處的故人 

2. 情緒宣洩 與 身體釋壓 (Abreaction and Catharsis) 

：與仇敵不妥協、控訴、尋求支持 

3. 洞察領悟 與 融會 (Insight and Integration) 

：與自己和解、與人共好、交付信託 = Shalom

認同 

淨化 

領悟



《聖經》處⽅方
Biblical Prescription

紛爭與不平：Psalm 27, 46 

窮乏與不堪：Psalm 86 

歲月與賜福：Psalm 90 

病苦與悔悟：Psalm  139 (88) 

仇敵與憂悶：Psalm 42



特定篇章閱讀

導出 (含義）式 閱讀角度(Efferent stance) 

美感式 閱讀角度 (Aesthetic stance)

重視文本與事實意義，但卻仍深刻帶出 人生啟示

重視個⼈人的⽣生活美感與啟⽰示，但依然保有⽂文本的教訓

Sarah McNicol, “Theories of Bibliotherapy,” in Bibliotherapy, ed. Sarah McNicol and Liz Brewster 
(London: Facet Publishing, 2018), 24-25.



可曾思索過 ⽣生命

 你的⽣生命中 可有仇敵？那，⽣生命中的喜樂呢？



紛爭與不平：Psalm 27, 46

耶和華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還怕誰呢？耶和華是我性命的保障，我還懼誰呢？ 

那作惡的就是我的仇敵，前來吃我肉的時候就絆跌仆倒。 

雖有軍兵安營攻擊我，我的心也不害怕；雖然興起刀兵攻擊我，我仍舊安穩。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華，我仍要尋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殿中，瞻仰他的榮美，在他的殿裏求問。 

因為我遭遇患難，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裏，把我藏在他帳幕的隱密處，將我高舉在磐石上。 

…. 

耶和華啊，我用聲音呼籲的時候，求你垂聽；並求你憐恤我，應允我。 

你說：你們當尋求我的面。那時我心向你說：耶和華啊，你的面我正要尋求。 

不要向我掩面。不要發怒趕逐僕人，你向來是幫助我的。救我的 神啊，不要丟掉我，也不要離棄我。 

我父母離棄我，耶和華必收留我。 

耶和華啊，求你將你得到指教我，因我的仇敵的緣故引導我走平坦的路。 

求你不要把我交給敵人，遂其所願；因我妄作見證的和口吐凶言的，起來攻擊我。 

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見耶和華的恩惠，就早已喪膽了。 

要等候耶和華！當壯膽，堅固你的心！我再說，要等候耶和華！ 

Psalm 27



紛爭與不平：Psalm 27, 46

神是我的避難所，是我的力量，是我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 

所以，地雖改變，山雖搖動到海心， 

其中的水雖匉訇(澎湃)翻騰，山雖因海漲而戰抖，我們也不害怕。 

    有一道河，這河的分汊使神的城歡喜；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聖所。  

神在其中，城必不動搖；到天一亮，神必幫助這城。  

外邦喧嚷，列國動搖；神發聲，地便鎔化。  

萬軍之耶和華與我們同在；雅各的神是我們的避難所！（細拉）  

你們來看耶和華的作為，看他使地怎樣荒涼。  

他止息刀兵，直到地極；他折弓、斷槍，把戰車焚燒在火中。  

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  

萬軍之耶和華與我們同在；雅各的神是我們的避難所！

Psalm 46

Barack Obama reads Psalm 46  

at 9/11 Ceremony



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

Be still and know that  I am God. 

I am the Lord  that healeth thee. 

In thee, O Lord, I put my trust. 
~~~~~~ ~~~~~ 



你們要休息，
要知道我是神

Be Still  
And Know That I Am God.

(詩篇 46:10) 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　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 
(Psalms 46:10) Be still, and know that I am God:  

I will be exalted among the heathen, I will be exalted in the earth. 

(出埃及記 15:26) 又說：「你若留意聽耶和華─你　神的話，又行我眼中看為正的事，留心聽我的誡命，

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將所加與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為我─耶和華是醫治你的。」 
(Exodus 15:26) And said, If thou wilt diligently hearken to the voice of the LORD thy God, and wilt do that 

which is right in his sight, and wilt give ear to his commandments, and keep all his statutes, I will put none of 

these diseases upon thee, which I have brought upon the Egyptians:  

for I am the LORD that healeth thee. 

(詩篇 31:1) 〔大衛的詩，交與伶長。〕耶和華啊，我投靠你；求你使我永不羞愧；憑你的公義搭救我！ 

(Psalms 31:1) in thee, O LORD, do I put my trust;  

let me never be ashamed: deliver me in thy righteousness 



喜樂 來來⾃自何處？

是否來來⾃自 那... 
可 信靠 與 理理解 的⼒力力量量



窮乏與不堪：Psalm 86

耶和華啊，求你側耳應允我，因我是困苦窮乏的。 
求你保存我的性命，因我是虔誠人。我的 神啊，求你拯救這倚靠你的僕人！ 
主啊，求你憐憫我，因我終日求告你。 
主啊，求你使僕人心裏歡喜，因為我的心仰望你。 
主啊，你本為良善，樂意饒恕人，有豐盛的慈愛賜給凡求告你的人。 
耶和華啊，求你留心聽我的禱告，垂聽我懇求的聲音。 
我在患難之日要求告你，因為你必應允我。 
主啊，諸神之中沒有可比你的；你的作為也無可比。 
主啊，你所造的萬民都要來敬拜你；他們也要榮耀你的名。 
因你為大，且行奇妙的事；惟獨你是神。 
耶和華啊，求你將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專心敬畏你的名！ 
主我的神啊，我要一心稱讚你；我要榮耀你的名，直到永遠。 
因為，你向我發的慈愛是大的；你救了我的靈魂免入極深的陰間。 
神啊，驕傲的人起來攻擊我，又有一黨強橫的人尋索我的命；他們沒有將你放在眼中。 
主啊，你是有憐憫有恩典的神，不輕易發怒，並有豐盛的慈愛和誠實。 
求你向我轉臉，憐恤我，將你的力量賜給僕人，救你婢女的兒子。 
求你向我顯出恩待我的憑據，叫恨我的人看見便羞愧，因為你耶和華幫助我，安慰我。 

Psalm 86



歲⽉月 來來⾃自何處？

是否來來⾃自 那... 
可 數算 與 轉回 的⼒力力量量



歲月與賜福：Psalm 90

（神人摩西的祈禱）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們的居所。 

諸山未曾生出，地與世界你未曾造成，從亙古到永遠，你是神。 

你使人歸於塵土，說：你們世人要歸回。 

在你看來，千年如已過的昨日，又如夜間的一更。 

你叫他們如水沖去；他們如睡一覺。早晨，他們如生長的草，早晨發芽生長，晚上割下枯乾。 

我們因你的怒氣而消滅，因你的忿怒而驚惶。 

你將我們的罪孽擺在你面前，將我們的隱惡擺在你面光之中。 

我們經過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們度盡的年歲好像一聲歎息。 

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強壯可到八十歲；但其中所矜誇的不過是勞苦愁煩，轉眼成空，我們便如飛而去。 

誰曉得你怒氣的權勢？誰按著你該受的敬畏曉得你的忿怒呢？ 

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 

耶和華啊，我們要等到幾時呢？求你轉回，為你的僕人後悔。 

求你使我們早早飽得你的慈愛，好叫我們一生一世歡呼喜樂。 

求你照著你使我們受苦的日子，和我們遭難的年歲，叫我們喜樂。 

願你的作為向你僕人顯現；願你的榮耀向他們子孫顯明。 

願主我們神的榮美歸於我們身上。願你堅立我們手所做的工；我們手所做的工，願你堅立。 

Psalm 90



⽣生命 來來⾃自何處？

是否來來⾃自 那起初...以及 
可 敞開 與 交託 的⼼心靈



病苦與悔悟：Psalm  139

（大衛的詩，交與伶長。）耶和華啊，你已經鑒察我，認識我。 

我坐下，我起來，你都曉得；你從遠處知道我的意念。 

我行路，我躺臥，你都細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 

耶和華啊，我舌頭上的話，你沒有一句不知道的。 

你在我前後環繞我，按手在我身上。 

這樣的知識奇妙，是我不能測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 

我往那裡去躲避你的靈？我往那裡逃、躲避你的面？ 

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裡；我若在陰間下榻，你也在那裡。 

我若展開清晨的翅膀，飛到海極居住，就是在那裡，你的手必引導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 

我若說：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圍的亮光必成為黑夜； 

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見，黑夜卻如白晝發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樣。 

Psalm 139

讚美耶和華無所不知

讚美耶和華無所不在



病苦與悔悟：Psalm  139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 

我要稱謝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為奇妙，這是我心深知道的。 

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處被聯絡；那時，我的形體並不向你隱藏。 

我未成形的體質，你的眼早已看見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寫在你的冊上了。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寶貴！其數何等眾多！ 

我若數點，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時候，仍和你同在。 

神啊，你必要殺戮惡人；所以，你們好流人血的，離開我去吧！ 

因為他們說惡言頂撞你；你的仇敵也妄稱你的名。 

耶和華啊，恨惡你的，我豈不恨惡他們嗎？攻擊你的，我豈不憎嫌他們嗎？ 

我切切的恨惡他們，以他們為仇敵。 

神啊，求你鑒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試煉我，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裡面有什麼惡行沒有，引導我走永生的道路。 

Psalm 139

讚美耶和華造物奇妙

讚美耶和華恩惠無窮



 仇敵 來來⾃自何處？

是否來來⾃自 那... 
渴慕 卻 未蒙神 看顧 的 失落落裡



仇敵與憂悶：Psalm 42

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 

我的心渴想 神，就是永生 神；我幾時得朝見 神呢？ 

我晝夜以眼淚當飲食；人不住的對我說：你的神在那裡呢？ 

我從前與眾人同往，用歡呼稱讚的聲音領他們到神的殿裡，大家守節。我追想這些事，我的心極其悲傷。 

我的心哪，你為何憂悶？為何在我裡面煩躁？應當仰望神，因他笑臉幫助我；我還要稱讚他。 

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裡面憂悶，所以我從約但地，從黑門嶺，從米薩山記念你。 

你的瀑布發聲，深淵就與深淵響應；你的波浪洪濤漫過我身。 

白晝，耶和華必向我施慈愛；黑夜，我要歌頌禱告賜我生命的神。 

我要對神我的磐石說：你為何忘記我呢？我為何因仇敵的欺壓時常哀痛呢？ 

我的敵人辱罵我，好像打碎我的骨頭，不住的對我說：你的神在那裡呢？ 

我的心哪，你為何憂悶？為何在我裡面煩躁？應當仰望神，因我還要稱讚他。他是我臉上的光榮，是我的神。 

Psalm 42



 喜樂⽣生命 ⼜又來來⾃自何處？

是否來來⾃自 那 牧⼈人... 以及
如鹿🦌般地 切慕溪⽔水



補 記 

詩篇(歌)之美： 
情境 與 意象 的投射



⿎鼓舞⼈人⼼心的詩篇：

Amanda  Gorman, 
recited her poem,  

“The Hill We 
Climb.” 

https://tw.voicetube.com/v3/videos/150449 

《我們所攀登的⼭山丘》 彌迦書4章 

詩篇24篇

詩篇 24 
1.（大衛的詩。）地和其中所充滿的，世界和住在

其間的，都屬耶和華。  

2.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  

3.誰能登耶和華的山？誰能站在他的聖所？  

4.就是手潔心清、不向虛妄、起誓不懷詭詐的人。  

5.他必蒙耶和華賜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成義。  

6.這是尋求耶和華的族類，是尋求你面的雅各。

（細拉）  

7.眾城門哪，你們要擡起頭來！永久的門戶，你們

要被舉起！那榮耀的王將要進來！  

8.榮耀的王是誰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華，在戰

場上有能的耶和華！  

9.眾城門哪，你們要擡起頭來！永久的門戶，你們

要把頭擡起！那榮耀的王將要進來！  

10.榮耀的王是誰呢？萬軍之耶和華，他是榮耀的

王！（細拉）

彌迦書 4:1-5 

1.末後的日子，耶和華殿的山必堅立，超乎諸

山，高舉過於萬嶺；萬民都要流歸這山。  

2.必有許多國的民前往，說：來吧，我們登耶

和華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將他的道教

訓我們；我們也要行他的路。因為訓誨必出

於錫安；耶和華的言語必出於耶路撒冷。  

3.他必在多國的民中施行審判，為遠方強盛的

國斷定是非。他們要將刀打成犁頭，把槍打

成鐮刀。這國不舉刀攻擊那國；他們也不再

學習戰事。  

4.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樹下和無花果樹下，

無人驚嚇。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親口說的。  

5.萬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我們卻永永遠遠奉

耶和華─我們神的名而行。

https://tw.voicetube.com/v3/videos/150449
https://tw.voicetube.com/v3/videos/150449


⿎鼓舞⼈人⼼心的詩篇：

Amanda  Gorman, 
recited her poem,  

“The Hill We 
Climb.” 

https://tw.voicetube.com/v3/videos/150449 

《我們所攀登的⼭山丘》 彌迦書4章 

詩篇24篇

https://tw.voicetube.com/v3/videos/150449
https://tw.voicetube.com/v3/videos/150449


主祢所賜之⽇日⼜又⼀一⽇日

讚美與禱告： 
轉瞬顧盼的人生

主賜此⽇日，轉瞬已經過，遵主命令⿊黑夜⼜又臨臨； 
我們早起，向主獻晨歌，今將安息再發頌聲。 

我們向主，奉陳⾄至敬⼼心，靜觀⼤大地由暗入明； 
普天之下，教會常儆醒，不分盡夜服事⼈人群。 

⼤大陸海海洋，名區與僻壤，清晨來來到，逐漸明亮， 
祈禱之聲未曾⼀一息停，同聲頌讚，歌聲悠揚。 

太陽剛才辭別了了我們，⼜又去喚醒⻄西⽅方弟兄； 
時時刻刻到處新歌聲，輪輪流讚美奇妙神功。 

家國興衰，轉瞬成陳跡，只有天國永無更更易易； 
繁榮滋長，聖績永昌盛，直到萬靈聽主治理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