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苦中吶喊：
苦到幾時呢？！

許開明牧師



許開明牧師 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主任牧師/神學院客席講師 D.Min,Ph.D



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 願主賜你們平安！



經文：

•詩篇13：1-6節

•詩103：13-18節



呼救拯救！

•詩篇第十三篇
（Psalm 13）



苦到幾時呢？



第1節

•1耶和華啊，你忘記我要到幾時呢？
• 要到永遠嗎？
你轉臉不顧我要到幾時呢？

1How long, O LORD? Will you forget me forever?

• How long will you hide your face from me?



第2節

2我心裏籌算，終日愁苦，要到幾時呢？
•我的仇敵升高壓制我，要到幾時呢？
2How long must I wrestle with my thoughts and
every day have sorrow in my heart?

• How long will my enemy triumph over me?



第3節

•3耶和華－我的上帝啊，
• 求你看顧我，應允我！
•求你使我眼目明亮，免得我沉睡至死；
Look on me and answer, O LORD my God.

Give light to my eyes,

• or I will sleep in death;



第4節

•4免得我的仇敵說「我勝了他」；
•免得我的敵人在我動搖（倒下）的時
候喜樂（譏笑）。
My enemy will say,

"I have overcome him,"

and my foes will rejoice when I fall.



第5節

•5但我倚靠你的慈愛，
•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樂。

But I trust in your unfailing love; 

• my heart rejoices in your salvation.



第6節

•6我要向耶和華歌唱，
•因他厚厚地（一直都）恩待我。
• 6.I will sing to the LORD, 

• for he has been good to me.



引言

•「苦中吶喊：
•苦到幾時呢？！」



苦到幾時呢？！

•這是一位受苦人的呼求！

•你試過這樣呼求？

•你聽過或見過人

• 這樣的呼求嗎？



•有！誰？

•詩篇13篇的作者一大衛？

•他連續講了4次「要到幾時呢？」
•這個人在痛苦中的呼求！

•連續4次，一次、二次、三次、四次！



到底「要苦到幾時呢？」
[]在今天全世界的疫情中，已過億人感染！
•數以過百萬計的人死亡、失去工作、失去一切！

•到底「要苦到幾時呢？」

[]在今天香港的時勢，到底還是一國兩制嗎？
這年代在香港的人真苦，連吐苦水也不行！，

「到底要苦到幾時呢？」

[]人生痛苦十常八九，人年紀愈大病痛愈多，
「到底要苦到幾時呢？」



到底「要苦到幾時呢？」



到底「要苦到幾時呢？」

•七十年代初

•我和媽媽及妹妹曾經試過無屋住！

•住在50呎房間，無錢交租！

•我問上帝：「我們要苦到幾時呢？」



•面對人生
•莫大的的痛苦、
•困難、無助的逆境中
•當如何自處？
•詩人的經驗，值得反思！



詩13篇分三個段落

•1第一段:  苦痛境況（1至2節）

•2 第二段: 祈求上帝 (3至4節) 

•3 第三段: 等候上帝 (5至6節)



•1第一段: 
•苦痛的境況 （1至2節）



1.1神際的苦

•1) 神忘記我
• 1a耶和華啊，你忘記我要到幾時呢？要到永遠嗎？

•2) 神不理睬我
• 1b你不理睬我要到幾時呢？

•3) 神轉臉不顧我
• 1b你轉臉不顧我（向我掩面）要到幾時呢？



1.1.2人際關係

•1) 仇敵壓制（勝過）我
• 2b我的仇敵升高壓制我
• 4---我的仇敵說「我勝了他」；

•2) 仇敵動搖我，令我跌倒！
• ---我的敵人在我動搖的時候喜樂。

•3) 仇敵譏笑我
• ---我的敵人在我動搖的時候譏笑我。



1.2 心靈的苦痛

•1) 感到被離棄：
•被忘記、被不理不睬、被轉面不看

•2) 感到不安：
• 2我心裏籌算（心緒不寧），

•3) 感到愁苦：
•終日愁苦（被愁苦〔煩惱〕日夜侵食），

•要到幾時呢？



•4) 感到受欺侮：
•2b我的仇敵升高壓制我

•5) 感到被侮辱：
•---我的敵人在我動搖的時候譏笑我。



小結：

•詩人有情緒：要到幾時呢？
•埋怨！我等了很久了

•不耐煩！祢為何遲遲未到，遲遲未處理！

•失望！想放棄！

•心靈的黑色素，壞份子，侵食人的心靈。
•樹怕蟲咬，人心怕被煩惱蠶食



•2 第二段: 
•祈求上帝(3至4節) 



3一4節

• 3耶和華－我的上帝啊，
求你看顧我，應允我！

•求你使我眼目明亮 （眼睛見到光），
免得我沉睡至死 （死：與上帝隔絕）；

• 4免得我的仇敵說「我勝了他」；
免得我的敵人在我動搖（倒下）的時候喜樂。



2.1求神顧念我

•1) 求神看我
•2)求神應我
•3)求神不要向我掩面
•4)求神使我眼目光明
•5)求神不讓我沉睡至死



2.2 求神不讓仇敵得逞:

•1) 免得仇敵打敗我
•2) 免得仇敵搖動我（心及腳）

•3) 免得仇敵令我倒下至死
•4) 免得仇敵取笑我（受辱受創）



詩人的祈禱療法:

•1免費，方便，實際

•2有成效，有希望，得治療

•3讓上主介入他的生命中



詩人從絕望的困境中出來

•當他不再埋怨上帝！
•當他不再看他的敵人！

•當他轉向上帝，祈求上帝時，

•他找到出路了！

•上帝成為他的出路了



馬丁路德名言：

•在上帝手裡：

•當盼望變成是失望！
•失望會轉化成希望！
•被釘的基督真的死了，令人「失望！」

•從死復活的基督轉化成「希望！」

•上帝往往要我們這樣去經歷祂！



在暴風雨中修帆：
不向下望，要向上看
•一位青年
•爬上船桿修理船帆
•修好後，望著狂風大浪！
•非常驚慌，不敢下來！
•老水手說：
•「年青人，不要向下望，
•向下望，你會驚！
•要向上望，安心下來！」
•我常向上望，克服人生許多困難！



我牧會面對許多困難：

•1在梁發堂：遇到難相處的怪牧師，
做到心灰意冷，透支耗盡

•2在望覺堂：遇到愛錫我的牧者卻離世，

27歲當堂主任，繁雜人事…

•3在合完堂：遇到多份工作：堂會 3間）、
區會、教學、研究…



詩人心中的上帝如父親
天父爸爸

•1a上帝憐恤人
•【憐恤：憐憫、體恤】

•1b上帝疼愛人
•【疼愛：愛錫】

13 父親怎樣憐憫他的兒女，

•耶和華也怎樣憐憫敬畏他的人！



•2) 知道我們
• 14因為他知道我們的本體，

•3) 記得我們
• 思念我們不過是塵土。



3) 看重人：

•1人只是塵土（易脆弱）
• 14因為他知道我們的本體，

•思念我們不過是塵土。



•2人只是野花（很快消失）
• 15至於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樣。
•他興旺如野地的花，



•人只是野草（被人輕視）
• 15至於世人，

•他的年日如草一樣。

•他興旺如野地的花，



上帝的仁愛與
上帝良善（公義）給人

• 17但耶和華的慈愛歸於敬畏他的人，
•從亙古到永遠；
•他的公義也歸於子子孫孫，

我13歲時，有人評我：
1你爸爸不理你！
2你阿媽唔識字，又唔識野！
3你又窮，成份又不好！
4你讀書又唔肋，鄉下仔，有何出色？



我姓許，我是何許人？

自己不聰明，多從錯誤中學習！
自己讀書不算好，只靠勤力補足！
自己工作能力不算出色，只靠不停的改進！
自己有許多限制，視力不好，聽力不好，身體不好…

一切是上帝的恩助！
1972年洗禮後，懂得依靠主，突然連取五個獎狀！
1977年得優良成績入中文大學！
大學期間成為優異生，讓我有機會進修碩士及博士
（五個學位都是得到獎學金，在伯明翰大學研究院時，也取到大筆獎學
金；若不是有心牧會，我可以留在英國…）



媽媽七句話

•1我苦呀！
•2我無用！
•3咱來祈禱！
•4耶穌愛我！
•5耶穌幫助我
•6感謝主！
•7讚美主！



•3 第三段: 
• 等候上帝 (5至6節)



根據聖經的原文
個人的研究發現

•等候上帝
•有三層意思：
•1等待祂
•2等候祂
•3等靠祂



1等待上帝
（waiting for God）

•等待上帝來幫助我，對嗎？

•有時對！

•有時不對！

•為何？



•當人信上帝及耶穌後
•上帝已在人的生命或心中：
•人神相連！
•除非人離開上帝或耶穌！
•聖經強調是上帝等待人，
•上帝等待人，多於人等候上帝！



例. 浪子的故事，父等子

• 當浪子在豬場吃豬的食物，

•他不是祈求父親到他那裡；

•祂醒悟，回家，見父親，

•認錯，回轉，歸家！

•當浪子回家，相離還遠時，

•父親遠遠的等著他回家！



2 等候上帝的指示
（waiting for God’s order）

•我們是侍應，上帝是尊貴的來賓，

•上帝已在那裡，等著上帝的指示（wait for）！

•你來等候（wait on）神，侍立在上帝面前

•聽候衪的吩咐，

•聆聽祂的聲音，

•受教於祂。



•我們像侍應，

•站在尊貴的來賓身邊，

•聽指示，然後服侍上帝！

•我們等候上帝的指示才行事，

•不要輕舉妄動！



人在苦痛中

•1情緒飽受困擾，

2仇敵不停攻擊！

•人易腳部不穩，被搖動，以致跌倒，
易做錯事！被仇敵譏笑！



3 等靠上帝 (waiting upon God) 

•希伯來文“等候”兩字：

•“捆綁”，“鎮靜”，“聚集”，

•“集思”，“仰望”，“期待”



•希伯來文“等候”兩字不是用“wait for ”，
•用“wait upon”或“wait on”，

•介係詞 for 改為upon，

•意即神已經在那裡了，

•神已經與你同住了；

•你靠著神！



等候神
就是與上帝“綁在一起”
•希伯來文“等候”兩字也有
•“綁在一起”
•如繩子串結在一起，
•三股合成的繩子不易折斷

•“等候神”一事上：心靈與神結合在一起



•你相信上帝，

•上帝就

•在你生命中，

•在你心中，

•你可以依靠祂了！



如鷹展翅上騰

•但那等候 （順從指示）耶和華的，
•必重新得力。
•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
•他們奔跑卻不困倦，
• 行走卻不疲乏。賽40:31





鷹飛得高、飛得快、飛得遠：不疲倦

•鷹遇溫流，氣流向上，

•鷹順溫流向上飛，不用費力！

•鷹遇寒流，氣流向下滑，

•鷹也隨寒流向下，也不用費力。

•我們懂得相信上帝，順從上帝指示，

•便能活出美好的人生。



等靠的因由：
• 5但我倚靠你的慈愛，

•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樂。

• 6我要向耶和華歌唱，

•因他厚厚地（一直都）恩待我。

•1因袮不變的愛而信靠
•2因袮的救恩而快樂
•3因你用厚恩待我而歌唱
• 因你一直都恩待我



到英進修經歷
等靠上帝飛翔

•原想到美國，上帝引領去英國

•原想到愛丁堡大學，上帝引領去伯明翰大學

•原想跟英國學者，上帝引領去跟西方華人學者

•原想讀一個高級學位，上帝引領讀兩個高級學位

•願以為讀書有益於自己，上帝引領全家得益

•願想在一間神學院全職，上帝給予六間神學院兼職



力克胡哲弟兄
•1982年生於澳洲

•爸爸是牧師，媽媽是護士

•他出生無手無腳，無四肢，

•只有兩隻腳趾

•許多人見到他，

•可憐他、取笑他，視為怪物！



力克
受不了，想自殺！

•不斷問上帝:

•為何如此？

•是父母做錯事？

•是醫生出錯嗎？

•這樣的我還有明天嗎？

•我怎能自己生活！

•我怎能结婚！我怎能有孩子！



•當力克信主後，

•生命完全改變，

•轉向上帝，

•他認定自己：

•殘障身體是上帝的禮物，



力克不断靠著主，
解诀生活上種種困難
勝過內心的恐懼、擔憂
•他可以自己穿衣服，

•打字，游泳，

•工作，娛樂，

•釣魚，騎馬，滑水！

•他结婚，生兒育女！



力克今天成為神用人

•佈道家，演說家、作家！

•從绝望，到希望，

•並成為别人的祝福！

•人生不設限，

•懂得常感恩，

•生命更美好！



從力克的生命
看上帝奇妙作為

•上帝能把不好的變成好，甚至非常好！

•上帝可以把殘障的生命

（人看為有欠缺或不足的生命）

變成美好且榮耀上帝的生命

人生不好的際遇，雨後彩虹，放出異彩，成為多人的祝福！



人生的兩股拉力

•上帝（天父）拉起我，向上！

•撒但（仇敵）推倒我，向下！

•有上帝在那裡，撒但也在那裏！



苦中吶喊：苦到幾時呢？！

•苦到苦難過去嗎？不是！
•苦到死那日？也不是！
•當苦到詩人：
•1向上帝求救，
•2向上帝懇求，
•3向上帝等候時，
•不再絕望，充滿希望時，就重新得力！



•在人生的苦困中，
•願我們等靠上主，
•重新得力，如鷹展翅上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