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篇69:13-29
释经、应用、传讲



诗篇69:13-29 (节选，和合本)
13 但我在悦纳的时候，向你耶和华祈祷。神啊，求你按你丰盛的慈爱，
凭你拯救的诚实应允我。
14 求你搭救我出离淤泥，不叫我陷在其中；求你使我脱离那些恨我的
人，使我出离深水。
15 求你不容大水漫过我，不容深渊吞灭我，不容坑坎在我以上合口。
16 耶和华啊，求你应允我，因为你的慈爱本为美好；求你按你丰盛的
慈悲，回转眷顾我。
17 不要掩面不顾你的仆人，我是在急难之中，求你速速地应允我！
18 求你亲近我，救赎我，求你因我的仇敌把我赎回！
19 你知道我受的辱骂、欺凌、羞辱，我的敌人都在你面前。



诗篇69:13-29 (节选，和合本)
…
22 愿他们的筵席在他们面前变为网罗，在他们平安的时候变为机槛。
23 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使他们的腰常常战抖。
24 求你将你的恼恨倒在他们身上；叫你的烈怒追上他们。
…
29 但我是困苦忧伤的，神啊，愿你的救恩将我安置在高处。



释经问题

在vv. 13-29诗人向神的呼求/祷告中，主要涉及到哪些因素、每个因
素的含义又是什么？特别是关于神-人关系、神的属性的因素。

这些因素跟vv. 1-12中的仇敌的压迫、以及vv. 30-36中对神的赞美，
有什么关系？



相关的结构关系

在诗69的全书概览中，以下结构关系可能可以应用到对vv. 13-29
的释经过程中：

1. 转折关系（Cruciality）*：vv. 13-29的祷告/呼求是诗69的转折点，
从诗人所受的压迫(vv. 1-12)转到耶和华在将来的拯救(vv. 30-36)。
同时，vv. 13-29也是vv. 1-12的结果、以及vv. 30-36的原因。

2. 具体化关系（Particularization）：v. 1a (神啊，救我！)在vv. 13-29
中得到更具体的阐述。同时它们也体现了平行交叉(Chiasm)的关系：
呼求(v. 1a)-压迫 (v. 1b)-压迫(vv. 2-12)-呼求(vv. 13-29)



相关的结构关系

3. 重复出现的字词：救赎、约的关系。

4. 设问关系（Interrogation）：vv. 1-12阐述了一个问题：诗人受仇
敌的压迫，然后在vv. 13-36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诗人的呼求以及
神的回应—将来的拯救。



详细分析（Detailed Analysis）*
在困境中呼求耶和华 (诗69:13-29)

I. 呼求神的拯救(vv. 13-18)
1. 过渡和介绍(v. 13a)

但是至于我(But as for me, ֲאִני ,ַו֭ 和合本未译出)
在悦纳的时候，向你耶和华祈祷

2. 第一次呼求 (vv. 13b-15)
A. 概括性：呼求神的回应(v. 13b-e)

神啊，求你按你丰盛的慈爱，凭你拯救的诚实应允我
B. 具体：呼求神的救赎工作 (vv. 14-15)

3. 第二次呼求 (vv. 16-18)
A. 概括性：呼求神的回应 (vv. 16-17)

耶和华啊，求你应允我
因为你的慈爱本为美好

B. 具体：呼求神的救赎工作 (v. 18)
II. 描述诗人的困境 (vv. 19-21)

转折性过渡，与仇敌
对比(vv. 11-12)证

明
(Substantiation)

:ֶחֶסד 慈爱神回应祷告的基础



II. 描述诗人的困境 (vv. 19-21)
1. 概括(v. 19)

你知道我受的辱骂、欺凌、羞辱
我的敌人都在你面前

2. 具体的困境(v. 20-21)

III. 求神惩罚仇敌(vv. 22-28)

IV. 呼求神的拯救(v. 29)
但是至于我(But as for me, ֲאִני ,ַו֭ 和合本未译出)
我是困苦忧伤的
神啊，愿你的救恩讲我安置在高处

同义平行

证
明

关
系

I. 呼求神的拯救(vv. 13-18)
但是至于我(But as for me, ֲאִני ,ַו֭ 和合本未译出)
在悦纳的时候，向你耶和华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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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a 但[至于我]，我在悦纳的时候，向你耶和华祈祷
But as for me, my prayer is to You, O Lord, at an acceptable time

י  ֨ ַוֲאִנ֤ י־ְל וןְתִפָּלִתֽ ת ָרֹצ֗ ה ֵע֤ ׀ ְיהָו֡

 但是至于我，……
• 这是一个转折性的过渡。当仇敌们羞辱诗人的敬虔的时候(vv. 7-

12)，诗人却选择转向神来解决问题。
• 所以，呼求神的起点，是我们能够转向神，甚至是在身处难处

当中的时候、敬虔被人羞辱的时候。在诗人的世界观中，这些
压迫不只是他和仇敌之间的事，主要的乃是在乎他和神之间。

• 这是我们内在的一种心 ，而后面的具体的祈求(vv. 13b-29)是
这种心 的一种自然结果。

在难处中转向神，
不是容易的事



 悦纳的时候
• “悦纳/ ָרצֹון  ：基本含义是(1) 喜悦/pleasure；(2) 意愿/will。在宗教

处境中，表示一个人希望从神那里得到的恩惠/favor。(HALOT)
• 根据上下文，这个悦纳的时候是神应允祷告的时候(赛49:8)。

• v. 26提到另一个“时候”：神击打、击伤他的百姓的时候。这种
审判/盼望并存的历史观，跟以赛亚书的接近。
• 一方面，因为犹大的罪，神的审判不可避免会来到。
• 另一方面，在审判之后，神的拯救也会临到他的百姓。

灵命旅程中健康的
张力：审判/盼望



13b 神啊，求你按你丰盛的慈爱，凭你拯救的诚实，应允我
O God, in the greatness of Your lovingkindness,
Answer me with Your saving truth

ים ִה֥ ת ִיְׁשֶעְּֽבָרב־ַחְסֶּד֑ ֱא ִני ֶּבֱאֶמ֥ ֵנ֗  ֲע֝
 丰盛的慈爱

• 类似的短语也出现在民14:18，摩西为犯罪的百姓向神求赦免。
• 慈爱/ֶחֶסד：经常与神与百姓的约平行出现(申7:9; 12:1; 王上

3:6)
• 这个慈爱是建立在约的关系的基础上的，所以要进入这个约

的关系才能领受这份神的慈爱
• 所以，神应允祷告的原因，不是诗人的美德、也不是他配得，

而是因为神与他百姓之间的约的关系。



 拯救的诚实
• 诚实/ ֱאֶמת  ：不是诚实不说谎，而是信实、值得信靠/trustworthy

(HALOT)。
• 经常与“慈爱”平行出现 (出 34:6; 撒下 2:6)。
• 因为耶和华的信实，他会保守他的百姓(诗40:11)、除灭百姓

的敌人(诗54:5)。这也跟诗69的背景相符合。
• “慈爱”与“诚实/信实”：

• “慈爱”强调耶和华和他的百姓之间的亲密、持久的关系。
（情感层面）

• “信实”强调耶和华拯救他百姓的意愿和大能。（行为层面）



17 不要掩面不顾你的仆人，[因为]我是在急难之中，求你速速地应允我！
And do not hide Your face from Your servant,
For I am in distress; answer me quickly.

 不要掩面不顾
• 整体而言，vv. 16-17与v. 13平行，都是呼求神回应祷告。但是

这里出现了v. 13没有的一些新元素。
• “掩面不顾”可能源自申31:16-18

• 16 这百姓要起来，在他们所要去的地上，在那地的人中，随从外邦神行
邪淫，离弃我，违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17 那时，我的怒气必向他们发
作，我也必离弃他们，掩面不顾他们，以至他们被吞灭，并有许多的祸
患灾难临到他们。那日，他们必说：‘这些祸患临到我们，岂不是因我
们的神不在我们中间吗？’18 那时，因他们偏向别神所行的一切恶，我
必定掩面不顾他们。

• 所以，掩面不顾是：神遗忘他的百姓(诗13:1)、丢掉/离弃(诗
27:9)，以至于他们陷在苦难和压迫当中(诗44:24)



 [因为]我是在急难之中
• 和合本没有译出“因为/ִּכי”，有点遗憾。
• 诗人基本上在说：“神啊，你要帮助我，因为我有困难！”
• 看似无礼的要求，实则表达了诗人对他与神的亲密关系的信心

• 只有对足够亲近的人，我们才敢这么说话。

跟神亲到
什么程度？



18 求你亲近我，救赎我
Oh draw near to my soul and redeem it

ה   יָקְרָב֣ ּה ֶאל־ַנְפִׁש֣ ְגָאָל֑
 求你亲近我

• 亲近/ קרב  ：基本含义是走近/approach，当用在神-人互动的场
合时，绝大多数是人走近神(出16:9; 诗119:169; 赛48:16)。
• 这也符合尊卑的规矩。

• 但是这里，诗人求神“走近”他。
• 这在旧约很少见。
• 这进一步表明诗人与神之间的亲密关系。

• 生活例子：小孩子面对害怕事物，“爸，来！”



19 你知道我受的辱骂、欺凌、羞辱，我的敌人都在你面前。
You know my reproach and my shame and my dishonor;
All my adversaries are before You

י ּ֭וָבְׁשִּתי  ְעָּת ֶחְרָּפִת֣ ה ָיַד֗ יַאָּת֤ ֗  ּוְכִלָּמִת֑ ְגְּד יֶנ֝ ָּכל־ֹצוְרָרֽ

 你知道……
• vv. 19-21，作者从前面的呼求(vv. 13-18)、转到了诉说自己的

困境。
• “你”：在原文是冗余主语，强调作用：“你自己知道、你一

定知道、你已经知道……”
• “知道/ידע”：不只是理性上了解一个信息，而是表达一个个人

性的介入。知道采取行动
• 我们的日常用语：“我知道了”
• “我会采取相应的行动”

你的难处，
神都知道……



29 但[至于我]我是困苦忧伤的，神啊，愿你的救恩将我安置在高处。
But I am afflicted and in pain;
May Your salvation, O God, set me securely on high.

  ֖ ב ְיׁשּוָעְת י ְוֹכוֵא֑ ֲאִני ָעִנ֣ יםַו֭ ִה֣ ִני ֱא ְּתַׂשְּגֵבֽ

 但是至于我，……
• 与v. 13呼应，总结了vv. 13-28的呼求部分(v. 30开始赞美)。

 安置在高处
• ”基本含义是“放在高处”，可以延伸为“保护：ׂשגב
• 特别是诗69用了很多“大水”的图画来表达困境(vv. 1-2, 14-

15)。所以，“安置在高处”显明神的救赎大能，远远高于这些
敌人的攻击、伤害。



24-25 求你将你的恼恨倒在他们身上；叫你的烈怒追上他们。
愿他们的住处变为荒场；愿他们的帐棚无人居住。

诗人对敌人的咒诅 vs. “父啊，赦免他们！”(路23:34)

 Derek Kidner (丁道尔-诗篇)
• 诗人的怒气是源自他对公义得到彰显的渴望：公平得到实现，义人得到伸

冤。这在旧约普遍存在，也是新约所关 和支持的。
• 诗人以恶还恶的语言，与其说是真要不折不扣地执行惩罚，倒不如说是表

达发言者忿怒的情绪。人在极端受苦受冤当中，唯有这种激烈的言词才能
表达其内心。

• 但是到了新约，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带来了一件新事：基督成全了旧约
对公义的渴望，是通过赎罪、而不是恶者应得的惩罚。

• 所以，基督徒对待仇敌的反应也应该效法耶稣的榜样，冷却怒气、而不是
挑旺，培养怜悯心肠、而不是扼杀。



释经结论

释经问题
在vv. 13-29诗人向神的呼求/祷告中，主要涉及到哪些因素、每个因

素的含义又是什么？特别是关于神-人关系、神的属性的因素。

这些因素跟vv. 1-12中的仇敌的压迫、以及vv. 30-36中对神的赞美，
有什么关系？



释经结论

诗人向神的呼求/祷告中，主要的因素有：

(1) 在面对敌人的逼迫时，转向神寻求解决方案。这表明了作者的
独特世界观：他最关注的不只是人与人（他与仇敌）之间的事，而是
他与神之间。这个转向神的动作，是其后的祷告的起点。

诗人可以转向神的基础，是他与神之间的深入的个人关系。这种关
系决定了后面的祷告的内容、语气、方式。

同时，诗人也对神的工作、特别是应允祷告的时间，有一个清楚的
认识。神有发怒的时候，也有悦纳的时候。

（待续）



(2) 诗人恳请神来回应他的祷告。这不是因为诗人自己的美德或者
是他应得的，而是因为神的属性和他与他百姓之间的约的关系。

这个关系体现在两个层面：“慈爱”强调神与他的百姓之间的亲密、
持久的关系（情感层面），而“信实”强调神拯救他的百姓的意愿和大
能（行为层面）。

（待续）



(3) 诗人呼求神的拯救。诗人的祷告表达了神的几个重要属性。耶
和华是有能力的，所以诗人在艰难的压迫和狂暴的敌人面前仍然可以
有盼望。神已经在出埃及的过程中显明了他的救赎行动，所以诗人有
信心求神进行类似的工作。

神与他的百姓有亲密的关系，所以诗人可以大胆的请求神来到他身
边（而不是他去到神那里）。

（待续）



(4) 耶和华知道诗人的羞辱，并将会采取行动。诗人把自己的羞辱、
困境都陈明在神的面前，并且盼望神可以惩罚仇敌、拯救他。这些羞
辱包括个人性的、社会性的、情感、身体等各个层面。

诗人所受的这些羞辱和伤害，也成为他向神呼求、惩罚仇敌(vv. 22-
28)的原因。

（待续）



(5) 诗人呼求惩罚仇敌。这包括摧毁他们的政治权势，削弱他们身
体的力量，从神而来的忿怒和毁坏，以及他们的家庭。惩罚仇敌的原
因是他们对神的百姓的邪恶行为。

对于基督徒来说，这点教训比较复杂。一方面，对于公义的渴望依
然适用于今天。但是另一方面，因为耶稣的赎罪，基督徒要对敌人有
怜悯心肠、甚至要爱我们的仇敌（太5:43-48）。

（待续）



(6) 在呼求神的帮助的最后，诗人过渡到对神在将来的拯救行动的
赞美 (v. 30及以后）。V. 29的概括性的呼求祷告，总结了vv. 12-28中的
关键因素，包括诗人所受的困苦、耶和华与百姓之间的约的关系、以
及耶和华的拯救行动。

v. 29预备了诗人在vv. 30-36对耶和华的将来的拯救的赞美。Vv. 13-
29位vv. 30-36的赞美提供了理由。尽管诗人还未经历到神的拯救，但
是他已经在呼求的过程中建立了信心，包括耶和华的属性和约的关系。



应用/传讲

如何把诗69:13-29应用在今天基督徒的处境当中，比如一些基督徒
在他们的公司受到某种程度的压迫，因为在那个环境中，基督徒是少
数群体。

比如有些同事对基督教抱比较敌意的态度，私下甚至公开的嘲笑基督徒的宗教
信仰和行为，比如用餐时谢饭祷告。有些基督徒因为诚实和公义，不愿参与到一
些违背良心的事情当中，因此反而被孤立、甚至针对性的恶意中伤。

基督徒在这样的处境中也有很多挣扎。他们一方面希望得到公义的对待，但是
他们也要见证福音。他们可能对神也有困惑：为什么我敬畏神，但是我的情形好
像没有任何好转、甚至更糟糕。



应用/传讲

主题：在信心中面对非基督徒的压迫

1. 神的百姓可以转向神来寻求解决方案。基督徒的世界观不是被肉眼所见的所
局限，所以这些压迫不是我们与非基督徒之间的事，更主要的是我们与神之间的
事，因为解决方案在神那里。

因着我们与神之间的亲密关系，我们可以呼求神的帮助和拯救。

2. 我们可以在神面前陈述我们的困苦。正如大多数哀歌一样，神乐意听我们的
故事和倾述，包括我们在情感、身体、人际关系等方面的痛苦。我们可以把我们
所受的羞辱摆在神的面前。



3. 我们可以呼求神的帮助和拯救。神是我们所在的公司、学校的王，而不是那
些老板、同事。神有大能可以拯救我们脱离各样的压迫、胜过个样的恶意的敌人，
正如神曾经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强大的埃及帝国的手。

4. 我们可以寻求公义、同时饶恕那些压迫我们的人。神是公义的，他保护义人、
刑罚恶者。所以我们可以呼求神给我们公义的待遇。但是同时，基督的赎罪工作
已经做成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需要饶恕他们。

5. 我们可以赞美神，即使在拯救还未发生的现在。神的拯救一定会发生，可能
在现在、也可能在将来。所以，不是凭着眼见，乃是凭着信心，因着我们知道神
的属性和我们与神的关系，所以我们就可以开口赞美神，甚至在我们身处难处当
中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