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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灣聖徒改⾰宗⾧⽼會－主⽇信息 
10-10-2021 

黑暗哀傷中的得勝 
詩篇 88  

 

唐興 牧師 

 
經文： 

1-在黑暗中的生命（1-9a）。 
不停的禱告 

可拉後裔的詩歌，就是以斯拉人希幔的訓誨詩，交與伶長。調用“麻哈拉利暗俄”。  

1耶和華拯救我的神啊，我晝夜在你面前呼籲。  

2 願我的禱告達到你面前，求你側耳聽我的呼求！  
 

死亡的臨近 

3 因為我心裡滿了患難，我的性命臨近陰間。  

4 我算和下坑的人同列，如同無力的人一樣。  

5 我被丟在死人中，好像被殺的人躺在墳墓裡。他們是你不再記念的，與你隔絕了。  
 

深處的黑暗 

6 你把我放在極深的坑裡，在黑暗地方，在深處。  

7 你的忿怒重壓我身，你用一切的波浪困住我。〔細拉〕  

8 你把我所認識的隔在遠處，使我為他們所憎惡。我被拘困，不得出來。  

9 我的眼睛因困苦而乾癟。 

 

2-無法事奉的生命（9b-12）。 
不停的禱告 

耶和華啊，我天天求告你，向你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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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你豈要行奇事給死人看嗎？難道陰魂還能起來稱讚你嗎？細拉  

11 豈能在墳墓裡述說你的慈愛嗎？豈能在滅亡中述說你的信實嗎？  

12 你的奇事豈能在幽暗裡被知道嗎？你的公義豈能在忘記之地被知道嗎？ 

 
3-沒有回答的禱告（13-18）。 

不停的禱告 

13 耶和華啊，我呼求你！我早晨的禱告要達到你面前。  

14 耶和華啊，你為何丟棄我？為何掩面不顧我？  

15 我自幼受苦，幾乎死亡；我受你的驚恐，甚至慌張。  

16 你的烈怒漫過我身；你的驚嚇把我剪除。  

17 這些終日如水環繞我，一齊都來圍困我。  

18 你把我的良朋密友隔在遠處，使我所認識的人進入黑暗裡。  
 
前言： 

對華⼈來說，「八」是⼀個發達蒙祝福的數字，八八，或八八八，是華⼈最喜歡的電話或

⾞牌號碼。但是詩篇 88 卻完全不是這回事。整篇詩都是⿊暗和受苦，完全沒有任何讚美

神的話！詩篇⼀共有 150 篇，其有 42 篇是屬於舊約聖徒受苦哀傷禱告的詩篇1。這些哀

傷詩篇有⼀個相同的模式：向神祈求、訴苦、向神求醫治、信⼼回應、讚美神。但是只有

詩篇 38，39 篇，和詩篇 88 沒有任何信⼼的回應，也沒有讚美神。詩篇 88 更特別，整

篇詩都是作者希幔向神的訴苦，他沒有祈求神的醫治。他甚⾄質問神：他長期受苦對神⼜

有什麼益處呢？ 

 

希幔的禱告最後結束在「⿊暗」這個字上！如果按照希伯來⽂，這篇詩的最後⼀個字是

「⿊暗」[ ְךָֽׁשְחַמ ]。⼀篇完全⿊暗的禱告！你會注意到「⿊暗」這個字出現了三次（第

6，12，18 節）。篇詩的作者完全被⿊暗包圍，他是在⿊暗圍繞淹沒中發出的禱告！他似

乎忘記讚美神了！他似乎喪失了信⼼！從字⾯上我們看不出他的信⼼。 

 

 
1 Language of Lament in the Psalms  Carleen Mandolfo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Psalms 
Edited by William P. Br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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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詩為什麼被收集放在詩篇中呢？這篇另⼈哀傷失望為什麼成為神的話的⼀部分呢？提

摩太後書 3:16 節，「16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

是有益的，17 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我們可以從這篇詩得著什麼

益處呢？ 

 

中心思想：神有時候會把祂的聖徒帶到⿊暗哀傷中操練爭戰並得勝 

你也許會説：為什麼希幔的禱告是爭戰⽽且得勝呢？他如何得勝的呢？這是我們今天要回

答的問題。有四個重點 1）哀傷是神主權引領祂的聖徒進入的遭遇。2）即使是最敬虔的

聖徒也會遭遇⿊暗哀。3）神的聖徒在堅忍得勝中結出聖靈的果⼦。4）神的聖徒會在⿊

暗哀傷中經歷認識基督。 

 

這篇詩可以分為三個段落，1-9a 節，9b-12 節和 13-18 節。每⼀個段落的開始都是詩⼈

向神的呼叫，以呼喊「耶和華」的名字作為開頭，然後接下來就是他向神訴說他的痛苦。

第⼀段講到希幔⽣活在死亡和⿊暗中；第⼆段是希幔向神質問他無法事奉神對神有什麼益

處？第三段是希幔向神抱怨他長期受苦禱告，卻得不到回應，他感覺神把他丟棄了！ 

 

1-神主權引領的遭遇：哀傷是神主權引領祂的聖徒進入的遭遇。第 6 節「6 你把我放在

極深的坑裡，在黑暗地方，在深處。 」第 7 節，「7 你的忿怒重壓我身，你用一切的波

浪困住我。」第 8 節，「8 你把我所認識的隔在遠處，使我為他們所憎惡。我被拘困，

不得出來。 」希幔非常清楚他的遭遇是出於神。他的神學是正確的，希幔對神的認識是

正確的。他所經歷的痛苦，所有發⽣的事情的源頭都是出於神的主權。是神把屬於祂的聖

徒帶到⿊暗哀傷中的。 

 

1.1-黑暗和苦難使我們認識生命與死亡。也許有⼈會說：神不是要祝福祂的百姓嗎？希幔

的遭遇難道是祝福嗎？這樣的神我為什麼要信祂？其實，這樣的反應是正常的。沒有⼀個

⼈，包括基督徒的內⼼深處會喜歡希幔的遭遇。如果神光照我們，我們會看到⾃⼰內⼼對

是今⽣的健康、安穩、平順都有某種程度的期盼和渴望。我們內⼼深處其實都存在某種程

度的「健康財富福⾳」：只要我做⼀個好基督徒，神就會使我今⽣⼀帆風順，沒有病痛，

死後得永⽣。所以，往往基督徒對死亡是採取⼀種逃避⾯對的⼼態。不知不覺中當死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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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脅和苦難臨到我們的時候，我們就驚慌失挫了。因此，神為了要教導我們，祂會把我們

帶到⼀些遭遇中，使我們去思想死亡，認識今⽣⽣命的短暫。你要真正地認識⽣命，你就

必須先認識死亡，嚴肅的思想神，認識神，知道祂的計劃。因為，祂還是那⼀位掌管宇宙

⽣死，掌管我們⽣命氣息的神。因此，神會引導我們進入某種程度的⿊暗和哀傷中，為了

要我們真實的在經歷中學習認識祂。並且，教導我們將來如何在短暫⽣命中警醒預備，在

⽣命結束後，可以在審判中站立在祂的⾯前。 

 

結論：所以，神主權的帶領我們進入某種程度的哀傷和⿊暗中，為了要教導我們認識⽣命

的短暫，如何在⽣活中隨時警醒預備在最後的審判時，站在主的⾯前。這是屬天的祝福，

是世界上的⼈所不能理解的祝福！ 

 

2-屬靈成長中的經歷：即使是最敬虔的聖徒也會遭遇黑暗哀傷。只要你活得夠長，只要你

真實的⾯對⾃⼰，你會發現每個基督徒都會經歷某種程度的⿊暗和哀傷，不論是⼈際關係

上的經歷，事業和家庭上的經歷，還是⾝體病痛上的經歷。不僅如此，即使是最敬虔的⼈

也可能會被神主權的引導，進入某種程度的⿊暗和哀傷的經歷中。即使是最敬虔的聖徒也

要在屬靈⽣命上不斷的長進。使徒保羅把屬靈⽣命的長進看為是賽跑和打拳，主耶穌也容

許撒旦把⼀根刺放在保羅⾝上。保羅是帶著⾝體的痛苦事奉主的。他三次禱告求主挪去他

痛苦，主耶穌告訴他：「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

（林後 12:9） 

 

基督徒可以藉著讀聖經，聽主⽇信息，讀屬靈的著作去尋求神、認識神。這些客觀的知識

必須在基督徒主觀的經歷，就是在⽇常⽣活的經歷中成為實際的事實。你必須在⽣活真實

的經歷中認識主。因為我們的神，我們的主是活神；基督住在我們裡⾯，聖靈住在我們裡

⾯，復活的新⽣命在我們裡⾯，我們裡⾯是神新造的⼈。為了我們最後可以站立在他的寶

座前，祂必須把我們帶到屬靈⽣命長⼤成熟的階段。 

 

2.1-屬靈生命成長的必須性。這篇詩的標題是：「可拉後裔的詩歌，就是以斯拉人希幔的

訓誨詩，交與伶長。調用“麻哈拉利暗俄”。 」如果這位以斯拉⼈希幔就是被⼤衛王任命

為可拉詩班的領導⼈的話，那麼他就是那時候最屬靈的⼈，最敬虔的⼈之⼀。可拉的後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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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利未⽀派，具有祭司⾝分的⽀派。⼤衛把這個⽀派⼀部分⼈作為聖殿的看⾨⼈和護衛

（代上19），另⼀部分則被⼤衛設立為聖殿詩班的成員，在希幔的帶領下寫詩篇與編

曲。希幔是當時神國度中有極⼤的屬靈恩賜的⼈，是頂尖敬虔的基督徒。⽽神要他在恩典

中成長，就是在救恩中更⼤的長進。事奉和恩賜的本⾝無法讓他進入神的國度，唯有屬靈

⽣命長⼤成熟才能進入神最終完成的國度。因此，最敬虔的希幔所經歷的⿊暗哀傷是他屬

靈⽣命成長必須的，他必須不斷的在救恩在成長。	
	
希幔的受苦有兩個⽬的：最終的⽬的是為了要預備祂將來在⽣命結束之後，可以進入神的

國度。另外⼀個⽬的是為了希幔可以⽤成熟的屬靈⽣命來事奉神，建造神的教會，承受他

的職分。當然，這個禱告也有可能是發⽣在希幔⽣命結束的時候，神要使他的屬靈⽣命達

到⼀個更成熟的地步——死亡是他最後的敵⼈，他正在和死亡爭戰。	
	
2.2 外部和內部的攻擊。希幔所受到的遭遇是屬靈的爭戰。他是在⾯對⾃⼰進入死亡的爭

戰。我們從約伯記知道約伯的苦難是從神和撒旦的對話中產⽣的。撒旦認為神給約伯太多

的祝福，所以約伯才事奉神。如果把這些祝福拿走，約伯⼀定會離棄神的。神就容許撒旦

攻擊約伯，卻不容許撒旦取約伯的性命。撒旦就把約伯所有的屬地的祝福、財富、兒女都

奪去。但是約伯還是沒有離棄神，仍然持守他的純正。撒旦⼜向神說：「人以皮代皮，情

願捨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5 你且伸手傷他的骨頭和他的肉，他必當面棄掉你。」神

對撒旦說：「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伯2:4-6）約伯在撒旦的攻擊下從腳

掌到頭頂長毒瘡。但是，約伯不知道⾃⼰苦難的背後是神國度的爭戰，希幔也不知道他的

苦難的背後也是撒旦對神國度的攻擊。今天我們從聖經中的啟⽰知道，我們遭遇的背後同

樣是神國度與撒旦之間的爭戰。 

 

撒旦的攻擊包括外部和內部的攻擊。外部的攻擊最激烈的就是病痛和死亡的威脅。內部的

攻擊就是你完全感覺不到神的同在。神不聽你的禱告，長時間的沈默。希幔和約伯都處在

這種情形的攻擊下。「3 因為我心裡滿了患難，我的性命臨近陰間。 4 我算和下坑的人

同列，如同無力的人一樣。 5 我被丟在死人中，好像被殺的人躺在墳墓裡。他們是你不

再記念的，與你隔絕了。 」這裡講到的是死亡權勢外部的攻擊「我的性命臨近陰間」。

第14節，「14 耶和華啊，你為何丟棄我？為何掩面不顧我？ 」這是內部的攻擊，⼀種

與神隔絕的感覺。希幔完全感覺不到神的同在。這是他處在⿊暗深處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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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長時間的攻擊與爭戰。不僅如此，他是長時間處在這種情況中：「14 耶和華啊，你

為何丟棄我？為何掩面不顧我？ 15 我自幼受苦，幾乎死亡；我受你的驚恐，甚至慌

張。 16 你的烈怒漫過我身；你的驚嚇把我剪除。 17 這些終日如水環繞我，一齊都來

圍困我。 18 你把我的良朋密友隔在遠處，使我所認識的人進入黑暗裡。」希幔長時間

的處在病痛中。疾病是⽣命到死亡的中間地帶。希幔從⼩就⽣活在這個接近死亡的中間地

帶。驚恐、慌張、驚嚇是他從⼩到⼤最熟悉的經歷。像⽔⼀樣圍繞圍困他。他的親朋好友

都離開他。他可能和約伯的情形⼀樣，從腳掌到頭頂長毒瘡。因此，成為被社會隔離遺棄

的⼈。 

 

結論：我們看到即使是最敬虔屬靈的⼈也可能會遭受苦難⿊暗的攻擊，⽽且是長時間的攻

擊——這是第⼆點。所以，基督徒在地上的命運，可能會處在無法解脫的痛苦中。⼤多數

的哀傷詩篇都有美好的結局，但是那並非必然的。神若是沒有賜下美好的結局，神的沈默

並不表⽰他的忿怒，並不表⽰祂不喜悅，更不表⽰祂失敗了。基督徒在地上的「嘆息勞

苦」是為了要與基督⼀同得榮耀（羅8:17）。今⽣的結局不是基督徒最後的結局，⾝體死

亡之後的結局：靈魂和⾝體的復活才是⽬的。為了達到這個⽬的聖徒必須經歷屬靈⽣命的

成長，屬靈⽣命要成長就必須經歷爭戰與操練。 

 

3-第三，聖徒的堅忍與得勝。為什麼希幔的禱告彰顯出他的得勝呢？他最後都被⿊暗淹沒

了，為什麼他還得勝了呢？這個問題把我們帶到第三個重點：神的聖徒在堅忍得勝中結出

聖靈的果子。希幔的得勝在於：他在最痛苦的情況下都沒有放棄神。即使他幾乎被⿊暗死

亡淹沒時，他仍然沒有放棄神。希幔和約伯⼀樣，絲毫沒有放棄神，他⼀次⼜⼀次地在⿊

暗哀傷的衝擊下，來到神的⾯前。他的禱告有三回合，三循環，在撒旦攻擊下，祂總是回

到神的⾯前，即使他感覺不到神的同在——這是他的信⼼，在⿊暗死亡權勢攻擊下的⾒

證。我們可以說這是⼀個不斷循環的三回合禱告。這是成聖過程中聖徒的堅忍與得勝，這

是基督徒進入基督的榮耀的道路：如果我們和基督⼀同受苦，也必和祂⼀同得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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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三循環，三回合的禱告。「1耶和華拯救我的神啊，我晝夜在你面前呼籲。 2 願我的

禱告達到你面前，求你側耳聽我的呼求！ 」「9b 耶和華啊，我天天求告你，向你舉

手。」希幔的禱告是持續的，不斷的，他知道⾃⼰在神的⼿中，唯有神有能⼒拯救他。  

「13 耶和華啊，我呼求你！我早晨的禱告要達到你面前。」希幔知道⾃⼰處在⿊暗死亡

的邊緣，早晨是他的盼望。當太陽光從東邊發出來，新的⼀天開始，他⼜開始他的禱告。

他的病痛哀傷不僅沒有使他離棄神，反⽽使他更警醒的禱告祈求。這是希幔的堅忍。這是

希幔的得勝，希幔在最⿊暗哀傷的時候結出了聖靈的果⼦。 

 

3.2-按時侯結果子，葉子也不枯乾。當我們透過詩篇第⼀篇來看希幔的禱告，我們就明⽩

了！詩篇第⼀篇是整本詩篇的序⾔。也就是整本詩篇的核⼼和主題。詩篇⼀講到神的聖徒

蒙福的情形是像⼀顆樹被栽在溪⽔⼈⼯渠道旁，按時候結果⼦，葉⼦也不枯乾，在神最後

的審判中站立得住。樹必須經歷嚴寒的冬季才能結出果⼦。希幔也必需經歷苦難和哀傷，

才能結出屬靈的果⼦。 

 

3.3-體貼肉體的就是死，體貼聖靈的乃是生命平安。每當希幔受到痛苦和死亡的驚嚇，受

到⿊暗的攻擊時，他都把思想轉向神，轉向基督。舊約的耶和華，向以⾊列⼈施⾏救恩，

和以⾊列⼈說話的耶和華，就是基督。希幔的耶和華就是新約的基督。每當希幔轉向耶和

華，轉向基督的時候，他就是在體貼聖靈。他的⾁體本性是恐懼害怕死亡的，內住在他裡

⾯的聖靈是神的靈，是基督的靈，是基督。當希幔每次把思想專注在神，每次都得著⽣命

平安。這就是為什麼希幔⼀次⼜⼀次的，重複不斷的把內⼼的情緒思想轉向神的原因。每

⼀次的轉向就是⼀次的得勝。因為他沒有順從⾁體，體貼⾁體的事。 

 

羅⾺書8章說：但是基督若在你們裡⾯，⾝體是死的因為罪，靈卻是⽣命必要活著。然⽽

叫耶穌從死裡復活的，也必藉著住在你們裡⾯的聖靈，叫你們必死的⾝體⼜活過來。所

以，希幔得勝的結果是彰顯在他最後的復活上的，如果神沒有醫治他⾝體的疾病話。 

 

舉例：有⼀位牧師去探訪兩位都在癌症末期的年老基督徒姐妹。牧師問第⼀位姐妹：你還

好嗎？「這位姐妹說：我⼜沒有做什麼壞事，為什麼還會有這樣的遭遇？」當牧師問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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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姐妹時，這位老姐妹這樣的回答：「還有什麼病是復活所不能醫治的？」前⾯的姐妹

把思想⽬光放在⾃⼰的病痛上，後⾯的姐妹把⽬光焦點放在神的應許上。 

 

結論：無論從詩篇第⼀篇，還是從羅⾺書8章來看希幔的禱告，我們都會發現這是神在教

導我們，關於屬靈爭戰的操練和得勝是⼀種持續的堅忍。神不是沒有聽希幔的禱告，神不

是不會醫治希幔。神也許會醫治他的⾝體，但要按照神的時間表。無論希幔的⾝體被醫治

與否，神最終要給希幔的是最後新天新地中完全地醫治：靈魂和⾝體的復活。 

 

4-基督的受苦與得勝：神的聖徒會在黑暗哀傷中經歷認識基督。 

神可以⽤各種不同的⽅法引導帶領希幔成就在他⾝上的救恩，為什⼀定要希幔受這樣⼤這

麼久的折磨呢？希幔在向神抱怨的時候說：「10 你豈要行奇事給死人看嗎？難道陰魂還

能起來稱讚你嗎？細拉 11 豈能在墳墓裡述說你的慈愛嗎？豈能在滅亡中述說你的信實

嗎？ 12 你的奇事豈能在幽暗裡被知道嗎？你的公義豈能在忘記之地被知道嗎？」這裡

的背景是神的教會。希幔非常清楚，神的聖徒⽣活在地上的⽬的，就是要「經歷神的奇

事」「讚美神」「訴說神的慈愛」「訴說神的信實」「讓⼈知道神所⾏的奇事」「讓⼈知

道神的公義」。傳講神的慈愛、信實、公義和神⼤能的作為，並讚美神，是教會的功⽤！

希幔是按照神的旨意質問神，他受苦對神的教會往前有什麼益處？他的受苦對神的計劃有

什麼益處？ 

 

答案有兩個：第一，為了你和我，為了基督的教會長⼤成熟。因為，神知道我們的軟弱，

神知道我們必須要經歷死亡。希幔的禱告幫助我們認識神，知道學習如何與死亡的權勢，

與內⼼對死亡的恐懼爭戰並且得勝，得到⽣命平安，結出聖靈的果⼦就是義。希幔的禱告

幫助了各個世代教會中的聖徒，在成聖得榮耀的道路上能夠堅忍得勝。 

 

第二，希幔經歷的⿊暗哀傷指向那⼀位拯救他的神耶和華：基督成為⾁⾝被釘死在⼗字架

上經歷與⽗神隔離，是基督經歷了最⼤的⿊暗。基督為了所有屬神的聖徒的罪，受到神忿

怒的懲處。基督從⼩就⽣活在死亡的逼迫下；基督在曠野受撒旦死亡權勢三回合的攻擊；

基督在客⻄⾺尼三回合的禱告中持守了⽗的旨意擊敗了撒旦。最後基督在⼗字架上，在⿊

暗中勝過了撒旦死亡的權勢。希幔在⿊暗哀傷中的得勝，使我們看到基督為我們承受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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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的懲處，我們從基督經歷的⿊暗，看到神的慈愛，信實，公義；我們從基督經歷的⿊

暗，看到神所⾏的奇事：基督的復活。神聽了希幔的禱告，只是神的計劃比希幔所想的要

⼤得多。 

 

結論：我們今天從詩篇 88 篇希幔的禱告看到：「神有時候會把祂的聖徒帶到⿊暗哀傷中

操練爭戰並得勝」。我們看到：哀傷是神主權引領祂的聖徒進入的遭遇；即使是最敬虔的

聖徒也會遭遇⿊暗哀。神的聖徒在堅忍得勝中結出聖靈的果⼦。神的聖徒會在⿊暗哀傷中

經歷認識基督，認識神的慈愛，信實，公義。當神的聖徒在⿊暗和哀傷中時，正是神⾏奇

事的時候，因為，他要把我們帶到基督的榮耀裡：如果我們和基督⼀同受苦，也必和祂⼀

同得榮耀（羅 8:17）！ 

 

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