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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哥華華人浸信會 - 主日學 

詩篇選讀 II                    第十四課：詩一四六 

公義與義人 

上一課的詩五十八以公義為主題，但卻局限於篇幅而未能詳細剖析舊約倫理中的公義議題。

本課的詩一四六，便會承接公義的主題繼續探討。 

 

公義 (希伯來語 mishpat  ַפט 是一法庭用語，意思是判決 (judgment)，而含意是按案情的 (שָׁ

各種理據來作判決。可是，聖經中公義並不只在乎於罰惡，而亦包括人的權益。申十八 3

說到祭司及利未人所得的分，是他們應得 (mishpat) 的分 (可作公義的分)。所以，人得到

所當得的分 (不論是刑罰或報酬)，便是公義了。 

 

可是，何謂「當得」？誰決定誰「當得」甚麼？這便帶出了公義在應用實踐中的困難。然

而神卻沒有把計算公義的方程式啟示出來，而把公義的焦點放在四類人的身上，就是寡婦、

孤兒 (原文作無父者)、旅客 (無家者)、和貧窮人。神多次在聖經中指出，不公義就是讓社

會最無助者持續受苦而無動於衷和置之不理 (出廿二 21-22；申十 18, 廿四 17-21；賽一

17)。而神為了強調祂公義的屬性，更稱自己為「孤兒的父，寡婦的伸冤者」(詩六十八 5)。 

 

聖經有另一個字與公義息息相關的，就是 tzadeqah (義, righteous)。聖經中稱人作義人的

時候，便是用了這字 (創六 9, 十八 23-26；詩一 5-6)。這字的原意是「正確的關係」(right 

relationship)，可用於人與人、人與社會/世界、和人與神的關係上。學者認為若人人都保

持 tzadeqah關係上的義 (正確)，則無需要有 mishpat這「矯正的義」了。在實際上，社會

公義便必須包含以上的兩層公義。人必須致力保持關係的義 tzadeqah，尤其是在於照顧

社會最無助的群眾。若關係上的義出現偏差，則要追求矯正的義 mishpat。 

 

詩一四六 

詩一四六的內容包括了 mishpat (7) 和 tzadeqah (8) 這兩個有關公義的重要字詞。詩人以讚

美詩的格式，不單述說了耶和華神的公義屬性，更否定了世人 (領袖) 乃公義的終極盼望。

詩一四六應是猶太人被擄後期的作品，在外邦的壓制和全國活在不公義的情況下，神的子

民以讚美詩來把持對神的信靠和對公義彰顯的盼望。 

 

分段： 

1. 讚美神的呼籲 (1-2) 2. 世人的不可靠 (3-4) 

3. 耶和華神的公義 (5-9) 4. 讚美神的呼籲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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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美神的呼籲 (1-2) 

• 詩一四六原文的第一個字，就是哈利路亞 (Hallelujah)。這是詩篇裡兩組哈利路亞組曲

第二組的揭幕詩篇。第一組的哈利路亞詩是 113-118 (參第五課)，第二組則是詩篇的最

後五首 146-150 → 兩組哈利路亞詩都應該是被擄後期的作品 

• (1a) 這句原文沒有「你們要」而只有「讚美耶和華」(hallel-ya)，翻譯加了「你們要」

卻並沒有影響原意 → 作呼籲的作用 

• (1b-2) 這段落由兩組平衡組成： 

我的心 (全人) 我一生 (時間) 我還活的時候 

- 詩人不知自己壽命多長 (傳九 12) 

- 詩人不知死後能否讚美神 (詩一一五 17) 

讚美耶和華 讚美耶和華 歌頌我的神 (原文是用音樂頌讚神) → 加

強歡樂的表達 

 

世人的不可靠 (3-4) 

• 詩人呼籲讚美耶和華之後，便描述這呼籲的理據：耶和華是可信的 (參詩卅七 3-5；六

十二 8；一一五 9-11) 

o 在詩篇乃至舊約聖經，邪惡往往與不信靠神有關 (不信靠 = 不順服) 

• 在討論耶和華的可信之前的大前題：信靠耶和華，便需否定其他信靠對象 

• (3) 倚靠：原文意思是「把重量放於……之上」 

o 君王：原文這字可泛指一切的領袖 (君王、王子、將領、官僚、宗教領袖等) 

▪ 詩人並非針對這一類人，而是因為這些人普遍是民眾倚靠的對象，所以

否定他們便間接否定所有人作為倚靠的對象 (平衡下句的「世人」) 

o 不要倚靠這些領袖 (和任何人) 的原因，是他們「一點不能幫助」 

▪ 原文「幫助」並非指一般的事情，因這字可譯作「拯救」(士十五 18)或

「救恩」(詩四十 10, 16) 

o 這裡有關「拯救」的倚靠，並非一般日常對人的倚靠，而是可分以下兩層面： 

▪ i) 個人生命的終極價值和保障 

▪ ii) 世界回復神創造的本意 (世界秩序、公義彰顯等等) 

• (4) 這些領袖不能幫助的原因，並非因為他們邪惡 (雖然邪惡領袖時常出現)，而是因為

他們終究只是「會斷氣的世人」 → 可說他們自己也「幫助」(拯救) 不了自己 

o 邪惡的領袖尚且不說，就算偉大的領袖如摩西和大衛，也只不過「轉眼成空、

如飛而去」(詩九十) 

o 而人死去之時，他的「打算」(原文作籌謀) 便亦告吹 (如舊約的約瑟) 



主日學 - 詩篇選讀 II Page 50 

 

耶和華神的公義 (5-9) 

• 詩人從錯誤的信靠對象 (世人領袖) 轉移至正確的信靠對象 (耶和華神) 

• (5) 這句的開首原文是「有福的」(詩一 1)，亦等於「有智慧」之意 

o 雅各的神：強調聖約的稱呼 (聖約則顯出神的可信可靠) 

o 仰望：意思是「把盼望放在……」 

• (6-9) 以耶和華為倚靠的原因，是因為「祂守誠實，直到永遠」(6c)。而耶和華能持守

誠實 (原文作可靠) 到永遠，有以下原因： 

o i) 耶和華是創造一切的主宰 (6ab) → 這是針對「永遠」 

▪ 對比「世人」要歸於塵土，耶和華卻是創造一切 (包括塵土) 的神 

▪ 耶和華不用 (亦不會) 歸於塵土，便能貫徹祂的「打算」(籌謀) 

o ii) 耶和華是制定公義和維護公義的神 (7-9) → 這是針對「誠實」(可靠) 

▪ 猶太人認為神在創造第七日，把「創造」的工作轉變至「維繫安息」之

工作 (即是管理秩序的工作 → 作王) 

o 神不單有能力維持公義 (創造之能)，亦有需要這樣做 (神的性情) 

• (7-8) 這段是「聖經公義」的典型描述 → 受苦的得拯救 

o 這段非常詳盡地列出了不同的受苦者 

受屈的 這應是一個統稱 → 代表以下是「受屈的」個別例子 

• 「伸冤」：就是行公義 (mishpat) 的意思 → 代表以下所做的，

就是行公義的例子 

• 之後的四個例子，都是與經濟/政治剝削有關的 

飢餓的 • 在古時的貧窮人 (大部份的人口) 只儲藏有數天的糧食 

• 農民要先繳交重稅，方能把剩餘的作為糧食 (大部份人的受

苦，來讓小部份人得以奢華) 

被囚的 • 古代大部份的囚犯都是政治犯或經濟罪犯 (欠稅的平民) 

瞎子 這可能有兩個意思： 

• 一是眼瞎的沒經濟能力而在街上乞討 (代表著所有殘疾之人) 

• 二是代表在監牢裡不見天日的人 (原文這句沒有眼睛一詞) 

被壓下的人 • 原文是「需要俯伏的人」→ 應指最低下的奴隸 

• 扶起就是代表不再需要俯伏於人之下 

o 耶和華喜愛義人：作者在這裡用了「義人」(tzadeqah) 作為小段結語，呼應了

第 7節的行公義 mishpat  

▪ 社會上出現了受屈的 (飢餓的、被囚的、瞎子、和被壓下的)人，便代表

社會上的「正確關係」被扭曲了 → 所以要出現「矯正的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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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這節用了聖經典型的公義格式，來總結耶和華的可信可靠 

寄居的 舊約的寄居者，是欠缺了最基本的社會保障 (地土) → 沒有屬自己

的地土，便無可避免地成為被剝削的對象 

• 除了以色列的律法之外，古代有不少國家的律法並沒有為寄居

者提供任何保障 (間接鼓勵剝削) 

• 以色列的律法卻特別強調對寄居者照顧 (申十 17-19) 

孤兒和寡婦 這些人的家庭因為失去了男性成年人 (死亡等原因)，繼而失去了

土地繼承的權利 → 也失去了生計 

惡人 (第 8節義人

的相反詞) 

這裡的惡人，便是所有敵擋神公義的人 (行以上不義之事的人) 

• 敵擋神的公義，亦是敵擋神創造的旨意和秩序 

• 道路彎曲並非迂迴曲折的意思，而是「不能到達」之意 

o 代表神會廢掉他們的籌算和惡計 

 

讚美神的呼籲 (10) 

• 詩人最後以哈利路亞作結，呼應著第 1節的呼籲 

o 詩人再一他強調耶和華神的「永恆性」，對比人的短暫性 

o 耶和華神不單「存在」是永恆，祂的「王權」亦同樣是永恆 →可靠可信 

 

討論題目 

1. 舊約常以「寡婦、孤兒、旅客、及貧窮人」代表社會最無助的一群。今日的世界裡，

「無助者」一詞會令你想起哪些人？在神的公義的要求下，你認為 i) 社會、ii) 教會、

iii) 你自己應作甚麼以實踐「行公義」mishpat呢？ 

2. 詩人渴求一生和還活的時候要讚美耶和華。這說話對現在還活著的你有何提醒和催逼？

在你不知剩下多少的「餘生」裡，你可如何讚頌你的神？ 

3. 詩人否定以「人」作為我們的倚靠。你有否一些人或事物 (包括你自己)，是你過份地

倚靠的呢？有否對一些人和事物的倚靠，比倚靠神來得更自然、甚至更強烈？人如何

避免對神倚靠之中的無知 (如只要禱告便不會染病)？又如何避免對神倚靠之中的忽略 

(如只在別無他法之時才求告神)。 

4. 經文中的惡人，便是有份製造社會不義 (如飢餓者沒糧食等) 的人。身處發達社會中的

我們，很容易便忽略了自己對社會不義的「貢獻」。在豐裕社會生活中的我們，如何

鑒察自己於公義上的「惡」？我們亦可如何提升自己在公義上的「義」呢？ 

5. 承接哈利路亞詩的讚美傳統，試用簡單的句子，描述一下你此時此刻對神的讚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