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 4月 5日，苏黎士活泉教会主日敬拜。诗篇 Psalm10:1-18 

• 在祷告中，大卫真诚地向上帝抱怨世人沉醉于自己的傲慢，他们因自己的财富而抛弃了一切对上

帝的敬畏，肆无忌惮地对自己的同胞行出各种邪恶、残忍，及伤害性的行为。在祷告的结尾，大

卫以上帝的信实为盼望，来激励自己和一切属上帝的子民，忍耐地等候上帝公义审判的临到。 

• 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祷告的榜样并非只是一个格式公整，措辞优美，冷酷及机械式的祷告文，从大

卫的祷告中，我们感受到大卫情绪上的起伏，他用重复的词句，论述他无法表达的痛苦，我们也

见证慈爱的上帝，在大卫的祷告中介入安慰了他，使他感受到天父的慈爱及他的重担已经被拿

去，以致他在祷告前心中所充满的抱怨，变成了喜乐。  

o 许多基督徒认为这样的祷告很不实际，因为祷告的结果只是心灵上的安慰，而问题和困难

却没有实际地被解决，所以他们就忽略大卫许多祷告的榜样，也是其中一个占圣经最大篇

幅的内容。 

o 如果我们信仰的内容:《上帝是创造与护理万有的神，并且祂的创造和护理是以爱我们为

目的》，那么为何我们需要用祷告通知上帝解决我们的困难? 其实祷告的价值不是改变上

帝，而是我们在祷告中被上帝改变，好让我们借着祷告再次经历到这位创造与护理万有的

上帝也是时刻深爱我们的天父，以致我们能够安静地让上帝按照祂的时间和方式，成就荣

耀祂自己的事。 

 
诗 10:1-2耶和华啊，你为什么站在远处？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恶人在骄横中把困苦人追得火急；愿他

们陷在自己所设的计谋里。  

Warum, Jehova, stehst du fern, verbirgst dich in Zeiten der Drangsal? In seinem Hochmut verfolgt der Gesetzlose 

hitzig den Elenden. Sie werden erhascht werden in den Anschlägen, die sie ersonnen haben. 

• 从表面看来，大卫一开始祷告的内容，好像完全与他的信仰相抵触了。如果他相信上帝是护理万

有的主，他就不应该说，上帝在苦难中站在远处或隐藏。如果他相信上帝是公义慈爱的神，他就

不需要告诉上帝义人在受苦，而恶人应该受到审判。 

• 然而，当我们往深一层思想时，我们会明白，如果大卫不相信上帝是护理万有的主，他就不会想

要祷告，因为上帝在远处，祂听不见祷告。如果大卫不相信上帝是慈爱公义的神，他就不必向上

帝祈求公义的审判和保护了。 

o 因此，信徒的祷告，不应该像异教徒一样，求一些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就如许多信徒常说

的：“如果上帝什么都知道，我们就不需要祷告了”，这些人愚昧到将自己的懒惰当作是信

心的表现。 

o 祷告是使信徒在看来不可能有上帝恩典的情况下，仍然凭信心支取上帝的应许，并经历上

帝恩典的同在。因此，祷告是让信徒在任何境况下都可以继续享受已经被赐予恩惠，至于

那些没有被天父赐予的东西，我们在祷告中唯一所应该祈求的是一颗顺服的心。 

• 因此，大卫在他的祷告中，宣告了上帝是护理万有的主，祂并不在远处，祂的眼睛看见一切，祂

恨恶邪恶及行邪恶的人，祂必拯救祂所爱的子民。 

o 大卫指出世人行恶的根源是傲慢的心。傲慢使人藐视上帝，也藐视自己的弟兄，人心中的

自义，使他将自己伤害别人的一切行为看为是合理的。让所有立志要在主面前敬虔度日的

人，紧记这一点。 

 
诗 10:3-4因为恶人以心愿自夸；贪财的背弃耶和华，并且轻慢他。恶人面带骄傲，说：耶和华必不追究；他

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 

Denn der Gesetzlose rühmt sich des Gelüstes seiner Seele; und er segnet den Habsüchtigen, er verachtet Jehova. Der 

Gesetzlose spricht nach seinem Hochmut: Er wird nicht nachforschen. Alle seine Gedanken sind: Es ist kein Gott! 

• 这些傲慢的恶人，以自己欲望得以成全而自夸，他们让自己沉迷于贪图不义之财，他们完全漠视

上帝为公义的审判官，合理化自己的恶行，并对自己宣告平安，以压制自己良心上的不安。 



o 当良心指控人犯了恶行时，任何一个对上帝还有点敬畏的人，只会沉默，而不会对自己宣

告和平。 

• 这些恶人之所以会那么随意行恶，是因为他们傲慢地将自己随意行恶的欲望，当作是合乎上帝公

义的事。 

o 在今生中，上帝是透过良心不安向人追究罪恶，而促使人悔改；但对一个傲慢的人来说，

他以傲慢和自信暂时压制自己的良心，以致他顿时感到上帝不再是公义的审判官，祂不追

究人的邪恶。 

• 当大卫说：“他们以为没有神”，并非指这些人是无神论者，因为大卫所指的恶人是那些假冒为善

的以色列人(可能是那些讨好扫罗王的军官和宗教人士)，大卫是指这些人剥夺上帝审判的权利，

并否认上帝护理万有的事实。 

• 一个真正承认上帝护理的主权之人，是个常省察自己良心的人，一个常省察良心的人也是个谦卑

的人。 

 
诗 10:5-6 凡他所做的，时常稳固；你的审判超过他的眼界。至于他一切的敌人，他都向他们喷气。他心里

说：我必不动摇，世世代代不遭灾难。 

Es gelingen seine Wege allezeit; hoch sind deine Gerichte, weit von ihm entfernt; alle seine Widersacher - er bläst sie 

an. Er spricht in seinem Herzen: Ich werde nicht wanken; von Geschlecht zu Geschlecht werde ich in keinem Unglück 

sein. 

• 毕竟，人的傲慢并非一日就被养成，而是他们在上帝长期宽容忍耐下，不断顽固地忘恩与抵挡上

帝恩惠的结果。 

o 虽然上帝赐给人平安稳定的生活，但是上帝的恩惠并没有使他们向上帝悔改与感恩，他们

的内心反而因此产生骄傲，因为他们依靠自己的能力使他们心中一切所渴想的事都如愿以

赏，所以他们深信自己必永不被动摇。 

• 他们漠视上帝在他们生活中用来管教他们傲慢之罪的一切困难和仇敌，因为对他们来说，上帝的

审判已经是件十分遥远的事。他们以嘲笑的心态对待上帝借着人对他们所发出的任何警戒。 

• 虽然基督徒在心里也确信自己必永远被保护，而不至摇动，但基督徒的确信并非基于自己的能

力，而是基于上帝超越人一切软弱的大爱，我们可以享受平安的生活，都是天父每时每刻对我们

的拯救，否则我们早已灭亡千百遍了。 

o 因此，如果基督徒陷入苦难，我们必须借着祷告祈求主坚固我们对祂慈爱的信心，并依靠

圣灵所赐予的忍耐和能力，好让我们在苦难的考验中坚定地相信一切发生在我们身上的

事，都是出于天父的美善和慈爱，以致愿意谦卑地等候天父拯救的来临。 

 
诗 10:7-11 他满口是咒骂、诡诈、欺压，舌底是毒害、奸恶。他在村庄埋伏等候；他在隐密处杀害无辜的

人。他的眼睛窥探无倚无靠的人；他埋伏在暗地，如狮子蹲在洞中。他埋伏，要掳去困苦人；他拉网，就把

困苦人掳去。他屈身蹲伏，无倚无靠的人就倒在他爪牙之下。他心里说：神竟忘记了；他掩面永不观看。 

Sein Mund ist voll Fluchens und Truges und Bedrückung; unter seiner Zunge ist Mühsal und Unheil. Er sitzt im 

Hinterhalt der Dörfer, an verborgenen Örtern ermordet er den Unschuldigen; seine Augen spähen dem Unglücklichen 

nach. Er lauert im Versteck, wie ein Löwe in seinem Dickicht; er lauert, um den Elenden zu erhaschen; er erhascht den 

Elenden, indem er ihn in sein Netz zieht. Er duckt sich, bückt sich, und in seine starken Klauen fallen die 

Unglücklichen. Er spricht in seinem Herzen: Gott vergißt; er verbirgt sein Angesicht, niemals sieht er's! 

• 他们的心充满傲慢，他们的眼藐视上帝，他们的口塞满各种伤害人的话，从欺骗到咒诅，以致所

有靠近他们的人没有一个不受害的。 

o 他们就如埋伏在路旁的强盗，专门杀害那些迷路的外人。大卫进一步以狮子形容他们，因

为他们手中满有能力，他们能够动用自己手中的兵丁和武器，将那些没能力保护自己的人

撕碎。 



• 大卫再次强调这些恶人心中对上帝护理和主权的藐视，虽然他们依旧有个虔诚的外表，并热心事

奉耶和华，但他们依旧是利用耶和华的名，为自己的利益，而伤害身边的人，他们早已将上帝抛

在世界之外，虽然他们口里称上帝为神，但心里却嘲笑上帝只是个没有子民的君王。 

 
诗 10:12 耶和华啊，求你起来！神啊，求你举手，不要忘记困苦人！ 

Stehe auf, Jehova! Gott, erhebe deine Hand! vergiß nicht der Elenden! 

• 这是大卫祷告内容的转变，当大卫的眼睛所看见的都是世人的傲慢和恶行时，圣灵就将大卫的眼

睛提升到天上，使他看见上帝荣耀的宝座(v16)，所以我们看到大卫立刻改变他祷告的焦点，他

祈求上帝按照自己荣耀的旨意施行公义的审判，拯救困苦的义人。 

o 每当我们的肉体因没有立刻看见上帝介入帮助而软弱，并怀疑上帝能力时，让我们学习大

卫，以真诚的心依靠基督的宝血，来到天父面前祷告，以便圣灵亲自引领我们所要说的

话，以便天父的大爱吸引我们心灵的眼睛仰望祂的荣耀。 

o 让我们肉体告诉我们那些不要祷告的理由，反而成为我们祷告的理由。 

 
诗 10:13-14 恶人为何轻慢神，心里说：你必不追究？其实你已经观看；因为奸恶毒害，你都看见了，为要以

手施行报应。无倚无靠的人把自己交托你；你向来是帮助孤儿的。 

Warum verachtet der Gesetzlose Gott, spricht in seinem Herzen, du werdest nicht nachforschen? Du hast es gesehen, 

denn du, du schaust auf Mühsal und Gram, um zu vergelten durch deine Hand; dir überläßt es der Unglückliche, der 

Waise Helfer bist du. 

• 当大卫的心灵看见上帝荣耀宝座时，他就反问那些之前傲慢地宣称“上帝不再审判，祂不究察”的

人：如果上帝忽略审判一切的罪，而使一些恶人逃脱该受的刑罚，那么祂作为公义君王的荣光就

必然暗淡了。 

• 大卫安慰那些受苦的信徒，提醒他们，在每一事件发生时，上帝都在场，祂不仅看见我们所遭受

的一切事，祂也已经决定与预备好要随时刑罚作恶的人，因为上帝是所有无倚无靠者的保护主。 

o 申 10:17-19 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

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所以你

们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作过寄居的。 

• 此外，大卫鼓励受苦的信徒要将自己交托这位全能及爱我们的上帝，并常存忍耐的心，让上帝按

照祂的时刻荣耀自己的名。 

 
诗 10:15-16 愿你打断恶人的膀臂；至于坏人，愿你追究他的恶，直到净尽。耶和华永永远远为王；外邦人从

他的地已经灭绝了。 

Zerbrich den Arm des Gesetzlosen; und der Böse - suche seine Gesetzlosigkeit, bis daß du sie nicht mehr findest! 

Jehova ist König immer und ewiglich; die Nationen sind umgekommen aus seinem Lande. 

• 大卫安慰受苦的信徒：上帝绝对有能力立即阻止恶人的行为，也能够使一切罪恶从世上灭绝，因

为祂是永远荣耀的君王。相比之下，世上的恶人所夸口的，只不过是他们在那短暂的性命中，那

些被允许所做的十分有限之事。 

 
诗 10:17-18 耶和华啊，谦卑人的心愿，你早已知道。你必预备他们的心，也必侧耳听他们的祈求，为要给孤

儿和受欺压的人伸冤，使强横的人不再威吓他们。  

Den Wunsch der Sanftmütigen hast du gehört, Jehova; du befestigtest ihr Herz, ließest dein Ohr aufmerken, um Recht 

zu schaffen der Waise und dem Unterdrückten, daß der Mensch, der von der Erde ist, hinfort nicht mehr schrecke. 

• 大卫在祷告的结束前，表达了他在祷告中所领会的事，就是上帝必定为义人伸冤，并且要永远保

护他们脱离所有强横人(属地)的伤害。 

• 如果天父在我们开口向祂祷告前，早已知道我们的心愿，那么我们岂不更应该热切真诚地祷告

吗? 让我们彼此激励，在苦难中凭坚定的信心祷告，因为上帝必预备好我们祷告的信心，祂也必

激发我们祷告的热诚，好让我们对祂的祷告永不停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