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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太不公平了 

現實不合理時堅信上帝

有時候，我們的遭遇會讓我們贊同

憤世嫉俗者的說法：「好心沒好

報。」回首往事，我們會為人類歷史長

河中的每一頁所展示的不公不義而痛心疾

首。

	 公義何在？當生活看似偏待那些不敬

畏上帝的人時，我們如何保有對上帝的信

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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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面的內容中，柯貝爾讓我們看

到，一個因目睹生活中的不公平而幾乎放

棄信仰的人，如何經過一番掙扎后，重拾

信心。

狄馬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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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令人困惑的問題

當爸爸媽媽告訴孩子不能擁有同伴那樣的玩具

時，他大聲哭叫說：「太不公平了！」爸媽

對他說：「寶貝，有時人生就是這么不公平。」

	 我們這樣告訴孩子，是因為我們知道事實確實

如此。不過，雖然我們明白這一點，而且很無奈地

接受生活有所不公這一事實，但我們的內心真的認

為人生可以不公平嗎？一個醉漢只帶着輕微的擦傷

離開，而被捲入車底的人昏迷數日后死去，我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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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看待？或是父母在法庭外哭泣，而殺死他們孩

子的兇手卻逍遙法外，全因為調查的疏忽讓凶手鑽

法律漏洞得到釋放；或是一個人看到寡母銀行的帳

戶空無一文，因她被所謂的「慈善人士」所騙，失

去了養生的錢。我們會怎么看待？

	 人生的悲慘遭遇往往引發

一些令人憤慨的問題：為什么

那些作惡的人可以成功，甚至

昌盛？上帝在哪裡？我們能在

哪裡找到答案？

	 《詩篇》這卷書是我們可

以尋找答案的一個地方。這些

詩抓住了人類深邃的情感，也

吸引着我們，因為詩篇將我們

所經歷的憤懣、恐懼和失望，

用文字表達出來。

	 在這些詩篇的作者中，有

一位名叫亞薩。生活迫使亞薩提出一些深刻而令人

痛苦的問題，之后他寫出了詩篇73篇。雖然亞薩沒

有描述給他帶來危機的細節，但他確實說出了自己

對所見所聞之事的反應。

	 亞薩覺得自己被生活、甚至被上帝背叛，所

以他表達出許多人體驗到、卻鮮有人承認的極度

詩篇吸引着我們，

因為詩篇將我們所

經歷的憤懣、恐懼

和失望，用文字表

達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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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望。為何這些事發生在我身上？我早就相信上

帝，盡力忠于祂，並竭力行善，但我卻被苦難壓

垮，而那些惡人卻昌盛。太不公平了！

上帝為何不實施祂的法則？

	 古代的以色列人相信並遵循「善惡有報」的定

律。他們期待的是公義和公平：行善的人會得到應

有的善報，而不義的惡人將得到應有的懲罰。這不

僅僅是聰明的人生哲學或一廂情願的想法，它還建

基于上帝所賜的律法 。

		 新約也有與之相對應的原

則，就是「種與收的定律」：

「不要自欺，上帝是輕慢不得

的。人種的是什么，收的也是

什么。」（加拉太書6章7節）

	 這些話語給憂傷受苦的人

（就像詩篇34篇和37篇 中的

人）帶來了真理和盼望。無論

這個原則出現在哪裡，它都是

以色列百姓人生觀的一部分。

	請閱讀利未記25章3-5節、18-20節；申命記28章。

古代的以色列人相

信並遵循「善惡有

報」的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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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惡有報的信念揭示了一個難題：為什么看起

來惡人蒙福，義人卻受苦受難？這個難題也是詩

篇73篇的背景。

	 然而，這篇詩不是無關痛癢地在神學上分析理

論難題。作者亞薩正遭受個人危機的煎熬，這個危

機甚至威脅着他對上帝的信心。他的言語顯示出，

這些疑問在他的內心深處，強烈地攪動了他的情

緒。

	 亞薩的掙扎也是我們的心聲，因為我們可能也

有他這樣的遭遇。他相信上帝的良善和公義，但他

的經歷卻與他自以為知道的原則大相徑庭。

	 答案在哪裡？如果亞薩要持守對上帝的信心，

他就不得不找到答案。

后視鏡

 	 我最喜歡的一句名言說：「人生要向前看，但

很不幸，只有回頭看才能理解人生。」換句話說，

我們對人生一些事情的頓悟，只有透過「后視鏡」

	論到詩篇 3 7篇，第四世紀大數的主教狄奧多

（Diodore）說：「作為人，我們都會憤慨于富人的財

富，尤其是他們不誠實之時。」但他也提醒說：「雖然

這些人昌盛一時，但他們會速速終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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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看得清楚。透過「后視」

的角度看我們所經歷的事情，

可以幫助我們明白其中的意義

及背景。反思、回顧和評估，

往往能澄清我們當時難以理解

的事情。正是這種后視的視

角，幫助亞薩明白了他自己的

遭遇。最終他到達一個地步，

可以回顧他的懷疑、痛苦、失

望，以及懷疑上帝的良善和公

平。最后，人生的畫面在回顧

中更加清晰，也更容易理解。

	 請留意詩篇73篇開頭的話：「上帝實在恩待以

色列那些清心的人！」（1節） 這是亞薩從后視鏡

再看他的經歷的結論，因為后視鏡的有利位置，能

讓他更清楚地反觀自己的情感和回應。

	亞薩的困惑是「清心的人」似乎沒有得到上帝的賜

福。有人說第一節經文是亞薩的信仰宣告，即使他所看

到的和他所相信的產生了矛盾。現實生活中所看到的事

實正挑戰着他心靈深處的信念。

 另有人認為，第一節是亞薩數輪思考的開始。他們

認為他以信心開始，然后轉入絕望，且幾乎背棄信仰。

透過「后視」的

角度看我們所經歷

的事情，可以幫助

我們明白其中的意

義。



 太不公平了1010

	 當時，亞薩的內心激烈交戰，他心中激戰的焦

點是：上帝是否值得信賴。他描述自己的經歷時，

表露自己的失望：「至于我，我的腳幾乎失閃，我

的腳險些滑跌。」（2節）

	 亞薩處在痛苦的煎熬之中，他的抱怨似乎是自

然的，甚至是合理的。但現

在他能真正看清這些抱怨的

實質，看清它們是使他背離上

帝的危險試探。他坦誠地表明

內心不滿的情緒：「我見惡人

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懷不

平。」（3節）

	 亞薩所表明的感受，我們

許多人能體會得到，卻很少會

承認；他那毫無遮掩的直白，

表達出我們非常熟悉的想法。

亞薩的自我剖析，可以激勵我

們真誠地面對自己和上帝。正如亞薩，我們容易嫉

妒別人的昌盛，尤其是我們看到作惡的人飛黃騰達

之時。

	 亞薩描寫那些全然不配得勢卻似乎得勢的人，

他寫道：

	 他們死的時候沒有疼痛，

現在他能真正看清

這些抱怨的實質，

看清它們是使他背

離上帝的危險試

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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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力氣卻也壯實。

	 他們不像別人受苦，也不像別人遭災。

	 所以，驕傲如鏈子戴在他們的項上，

	 強暴像衣裳遮住他們的身體。

	 他們的眼睛因體胖而凸出；

	 他們所得的過于心裡所想的。

	 他們譏笑人，憑惡意說欺壓人的話；

	 他們說話自高。

	 他們的口褻瀆上天；

	 他們的舌毀謗全地。

	 他們說：「上帝怎能曉得？

	 至高者豈有知識呢？」（4-9、11節）

	 亞薩一字一句，如歌如泣地述說周圍人生活的

奢華。

	 他們的生活似乎沒有痛苦（4節）。他們壽終

正寢，享盡了人間一切的榮華富貴。「他們力氣

卻也壯實」（聖經新譯本譯為：他們的身體又健

康又肥壯），這話表明，在大多數人僅能勉強維

生的年代，他們卻十分富有。他們每天思想的都

是縱情享樂，他們的生活方式表明，他們有錢財

和時間去放鬆、享受美好事物。

	 他們不像別人遭災（5節）。他們看起來免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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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困難、掙扎和勞苦。他們對疾病似乎也有免疫

力，也根本不擔心金錢和安全。他們雖然行惡，卻

繁榮昌盛，禍患也遠離他們。

	 財富是他們驕傲和暴行的回報（6節）。亞薩的

信仰教導他相信：那些拒絕上帝的人將會受苦；而

他所觀察到的卻是，那些膽敢驕傲和暴虐之徒，倒

獲得尊榮和獎賞。他們似乎應有盡有，那些東西，

也是畢生敬畏上帝的人所希望

得到、且認為他們應該得到的

東西。

	 他們所得到的過于心裡所

想的（7節）。亞薩看到他們

富足的外在表現，「他們的

眼睛因體胖而凸出」。生活中

的所有奢侈享受似乎都屬于他

們：舒適、安全、便利，及滿

足他們所有慾望的人和物	。

	 他們的口舌滿了傲慢和嘲

諷（8-9節）。他們嘲笑那些

看重品德的人。但是，讓亞薩最為苦惱的，是這些

昌盛之人對上帝的態度。他們的所作所為都在嘲弄

上帝。

亞薩的信仰教導他

相信：那些拒絕上

帝的人將會受苦；

而他所觀察到的卻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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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昌盛讓他們嘲諷地

問道：「上帝怎能曉得？至高

者豈有知識呢？」（11節）解經

家艾倫·羅斯（Allen	 Ross）
寫道：「他們常享安逸，從不

為明天憂慮。對他們而言，生

活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將來

也可夜夜笙歌。」他們覺得受

到保護，免遭生活中常見的痛

苦（4-6節），從而認為上帝對

他們也無可奈何。

d

當亞薩看到那些不虔不義、自私自利的人擁有

財富和幸福時，他得出了一個令人灰心的結

論：那些自私自利的人雖然所做的盡都是惡，卻仍

興旺發達。	

	 難怪亞薩會失望！惡人興盛，生活的困難又遠

離他們。他們嘲笑上帝，看似卻逍遙法外。

	 這樣的不公不義引發了亞薩在第3節所表達的憤

他得出了一個令人

灰心的結論：那些

自私自利的人雖然

所做的盡都是惡，

卻仍興旺發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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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我見惡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懷不平。」

如果我們處在同樣的處境，也會大叫：「太不公平

了！」

	 但是，這僅僅只是開始。雖然發洩內心的失望

看似理所當然且有益處，但這樣做卻讓他陷入迷茫

困惑之中。

1  Diodore of Tarsus. Commentary on Psalms 1-51. Translated by Robert C. Hill 
(WGRW 9. Atlanta: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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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令人不安的回應

你可曾想過，獎賞是否會讓人覺得痛苦物有所

值？亞薩在詩篇73篇中表達了類似的困擾：

生命有價值嗎？我努力為上帝而活真的重要嗎？第

13節清楚表達這個令人難過的問題：「我實在徒然

潔淨了我的心；徒然洗手表明無辜。」

	 亞薩的絕望躍然紙上。他的痛苦體現了所羅門

在傳道書 中所表達的絕望。當所羅門吶喊「凡事

都是虛空」的時候，他是在反思生命的價值（1章2
節）。亞薩一向為人正直而忠誠，但現在，他在絕

望中質疑，自己的追求到底有沒有意義。第13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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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背后，橫梗着巨大而沉重的憤恨。當我們看到上

帝似乎無力掌控時，我們的懷疑就會讓我們想要放

棄。

	 亞薩那么絕望，以致覺得他的正直和道德一文

不值。因為他的虔誠得到的回報，竟然是「終日遭

災難，每早晨受懲治」（14節）。

亞薩的恐懼

	 電影「四根羽毛」講述的是哈利·菲文沙姆

（Harry	 Faversham）的故事。哈利是19世紀末英國

的年輕軍人。在那個時代，日不落大英帝國所向披

靡，年輕人在軍中服役能給自己和家庭帶來莫大的

榮譽。哈利在部隊服役，並在軍團中贏得了尊敬。

	 后來，部隊突然接到命令，要前往蘇丹鎮壓暴

亂。哈利驚恐萬分，想到戰鬥的殘酷和戰爭的可

怕，他嚇壞了。

	 因此，哈利在出征前辭去軍職，但這一決定影

	在傳道書中，所羅門王描繪了他追求生命意義的虛

空。這是他以「日光之下」（該短句在全書出現25次之

多）的視角，從世界的角度看待生命。然而，所羅門雖

然絕望，但他最后的結論卻是：「敬畏上帝，謹守祂的

誡命。」（傳道書12章13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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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深遠。他被三位軍官同袍唾棄，他們每人送他一

根白色的羽毛，那是懦弱膽小的標誌。他的未婚妻

拋棄了他，也送給他一根羽毛，因她一直都盼望他

能成為英雄。哈利那身為軍人的父親也與他疏遠，

甚至宣佈不認識他。哈利這個因為恐懼而做出的選

擇，竟然對他生活中所有的人際關係產生如此巨大

的破壞。

	

	

	

	

	 亞薩是大衛的伶長，是個有屬靈影響力的人，

是一個詩人，還是一個先知（歷代志上16章5節，25
章2節；歷代志下29章30節）。這個職分既賦予他一

定的特權，也具一定的影響力。他是以色列屬靈的

領袖，深感責任重大。可是，他發現自己對上帝的

良善心存懷疑。

	 請留意亞薩的反應：「我若說『我要這樣

講』，這就是以奸詐待禰的眾子」（15節）。亞薩

想要大聲地發洩他對上帝處理人生的不滿（「這

樣」是指第13-14節），但他突然停了下來。當他處

在不信和絕望的深淵邊上，有一股力量慢慢把他拉

 在這本馬森（A. E. W. Mason）于1902年撰寫的小說

中，哈利最終為朋友們採取的勇敢行動挽回了他的聲

譽。在此過程中，他還贏回了未婚妻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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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回來。它到底是什么呢？

亞薩的責任感

	 看到生活中的不公和不

義，亞薩很想發洩一下他的憤

怒和失望，對允許不公不義的

上帝發出吶喊。但他抑制住這

種衝動，沒有發洩積蓄在內心

的憤懣，因為他意識到，那樣

做會給以他為榜樣的上帝百姓

帶來傷害和失望。他說「以奸

詐待禰的眾子」（15節），就是這個意思。他知道

自己的疑問，尤其是他對這些疑問的反應，將帶來

影響深遠的后果。

	 這是亞薩思想歷程中的關鍵點。在這裡，智慧

和信心環繞在令他痛苦的疑問周圍，給他一個新的

視角。即使是在掙扎之中，亞薩也考慮到自己內心

積蓄的憤怒、嫉妒和懷疑對他人的影響，而盡量控

制自己的反應。

亞薩默默忍受

	 亞薩一直以來的信仰無法解除他的疑惑，但他

又不願意將心裡的想法宣洩出來，免得傷害別人。

亞薩也考慮到自己

內心積蓄的憤怒、

嫉妒和懷疑對他人

的影響，而盡量控

制自己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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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選擇了另外一條路：「我思想要明白這事，

我就看為煩惱。」（16節，新譯本）

	 亞薩選擇了默默忍受。他看到了生活中的不

公，這讓他那脆弱的信心產生了動搖，而且質疑：

我的問題有答案嗎？我的痛苦會得到解脫嗎？公義

會臨到全世界嗎？疑團何時才能解開呢？

	 有些問題我們確實無法回答。有時我們找不到

所需的答案，直到我們來到上帝面前。亞薩繼續掙

扎，「等我進了上帝的聖所，思想他們的結局」

（17節）。

聖所

	 聖所 是個分別出來的地方，叫人得到靈性上的

保護、安息和更新。我們都需要一個這樣的地方，

一個隱密處，我們在此可以更新並堅固心思意念，

來應對每天的掙扎和挑戰。

	

	

	

	

	

	 在舊約中，聖所不僅僅指一個具體的場所，也

指一個概念──上帝的同在（參閱以賽亞書8章14

 聖所一詞，常常出現在舊約聖經中。它可以用來指會

幕，就是在耶路撒冷的聖殿建成之前，以色列人用來敬

拜上帝的帳篷（出埃及記25章8節，36章1、6節）。其

他地方則指聖殿本身（列王紀上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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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這是大衛的渴慕，是他

在詩篇23篇中說的「可安歇的

水邊」（2節）。在那裡，他

的牧者上帝會使他的靈魂甦

醒。這也是主耶穌所尋求的，

為此祂會離開人群、事工，甚

至祂的門徒，獨自一人到山上

與天父親近。亞薩發現，他可以在聖所找到答案，

在那裡他的心靈也能獲得更新。

	 亞薩進了上帝的聖所，得到全新的看法和領

悟。在亞薩進入聖所以前，他被現實中的不公所壓

垮。但在上帝面前，一切都變了。亞薩把眼光專注

于上帝，不再專注于自己的環境和觀感，他看待事

物的眼光就清晰了。在聖所裡，他從嶄新的視角來

看生活的不公：有一天，公義必然得勝。

	 按照柯德納（Derek	 Kidner）在《丁道爾舊約聖

經註釋》（Tyndale	 Old	 Testament	 Commentaries）
的說法：當亞薩轉向上帝，不再把上帝當作揣測的

對象，而是敬拜的焦點時，就找到了解決的方法。

解經家羅伊·克萊門茨博士（Roy	 Clements）也

說：「敬拜上帝就是把上帝放在我們視野的中心。

這確實至關重要，因為只有上帝居于我們視野的中

心時，我們才能看到事物的本相。」

在上帝面前，一切

都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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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至關重要的回答

亞薩學到了幾個重要的功課，首先他的注意力

轉向他曾經嫉妒的人。他看到他們飛黃騰

達就心懷不平，並為此幾乎失足跌倒，想要背棄上

等我進了上帝的聖所，

思想他們的結局。

祢實在把他們安在滑地，使他們掉在沉淪之中。

他們轉眼之間成了何等的荒涼！

他們被驚恐滅盡了。

人睡醒了，怎樣看夢，

主啊，祢醒了，也必照樣輕看他們的影像（17-20
節）。



 太不公平了22

帝，與惡人同謀（2-3節）。這

是因為亞薩是從人的角度看他

們。然而，在聖所裡，亞薩的

視角變成了垂直的視角，他終

于能以上帝的眼光看他們，看

到了那些他所嫉妒的人，就是

那些富足而不敬畏上帝的人，

將會面對的結局。

	 沒有安全（18節）。從世

人的角度，以及這些人的眼

光，都以為他們安全無虞，與

災難無緣。但從上帝的角度來看，他們卻處在「滑

地」，向滅亡直奔。當亞薩看到他們在審判之日的

結局時，他不再心懷不平。

 沒有預見（19節）。這些享受平安富足的惡人

不僅會受到審判，而且他們對此一無所知。就像挪

亞時代的人，對多年的警戒置若罔聞，及至審判真

的來到時，已為時太晚。

	 沒有希望（20節）。當上帝的責罰臨到他們的

時候，祂的審判絕不會改變。按照上帝的時間和智

慧，亞薩所相信的善惡有報定律必然實現，只是實

現的時間和地點則由上帝來決定。

在聖所裡，亞薩的

視角變成了垂直的

視角，他終于能

以上帝的眼光看他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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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舊約時代的以色列人一樣，亞薩深知公義終

將伸張的原則。他會困惑是因為，他想要馬上就看

到上帝的公義審判，但這時

期卻是上帝容忍和施憐憫的時

候。只有到了聖所裡，亞薩才

清楚看到審判的日子必然來

到，上帝給那些信祂之人的應

許也必定實現。上帝掌管着人

們向祂交帳的時間及日期。

	 亞薩新的視野改變了他的

態度。不過，他不會為他所期

待的審判而慶賀，即將到來的

審判猶如一記當頭棒喝，使他

的憤怒得到緩解，來到一個關

鍵的轉折點。他的矛頭不再指向那些似乎逃脫了上

帝公義的人，而是開始檢討自己。

智慧的開端

因而我心裡發酸，

肺腑被刺。

我這樣愚昧無知，

在祢面前如畜類一般（21-22節）。

他的矛頭不再指向

那些似乎逃脫了上

帝公義的人，而是

開始檢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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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帝的聖所中，亞薩發現，他真正抱怨的不

是悖逆上帝的人，甚至不是上帝。他一直專注的是

生活中的不公不義，而非那

位有一天會全然實行公義的上

帝。

	 亞薩因為讓自己陷入信仰

的疑惑，一度喪失了信仰本該

帶來的安慰和平安。在21-22
節，詩人的靈性得以復甦。請

留意這一發展過程：亞薩看到

自己差一點失足，因他只關注

他自己（2節）；亞薩看到自

己差一點對其他信徒造成不良

影響，于是他緘默了（15節）；最后，亞薩清楚地

看到，他的態度和舉動冒犯了全然公義的上帝（21-
22節）。

	 亞薩不再認為，自己的發怒情有可原，或是自

己在表達義怒。他說：「我心裡發酸。」亞薩的發

酸或苦毒，針對的是上帝。

	 「我肺腑被刺。」亞薩現在承受的痛苦，源于

他自己製造的創傷。有時候，我們帶給自己的痛苦

遠甚于他人給我們造成的傷害。我們若質疑上帝的

美善、特質和信實，就會這樣。

他一直專注的是生

活中的不公不義，

而非那位有一天會

全然實行公義的上

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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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樣愚昧無知。」就像約伯一樣，亞薩的

視角改變之后，就意識到自己的智慧實在遠不如上

帝的智慧。約伯所說的話正道出了他的心聲：

		 「我所說的是我不明白的；這些事太奇

妙是我不知道的。求禰聽我，我要說話；

我問禰，求禰指示我。我從前風聞有禰，

現在親眼看見禰。因此我厭惡自己，在塵

土和爐灰中懊悔。」（約伯記42章3-6節）

	 對我們來說，要質疑或者批評上帝的智慧，或

者試圖評判上帝的作為，絕對是自不量力。上帝的

智慧完美而永恆，永遠不會錯。上帝說：「我的意

念非同你們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

（以賽亞書55章8節）

	 當我們開始質疑上帝是否掌管局勢時，就應當

提醒自己：上帝在當前的工作是絕對可信賴的，因

為只有祂對將來瞭若指掌。

	 「我在祢面前如畜類一般。」在這裡，亞薩用

畜類一詞作比喻，他的用詞使我們想起，先知但以

理對于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的描述。

	 當尼布甲尼撒王得意忘形地歡慶自己的智慧和

尊榮時，上帝使他產生畜類的想法和行為。他被迫

離開王宮，吃草七年。當上帝憐憫他，恢復其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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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尼布甲尼撒有感而發：

		 日子滿足，我尼布甲

尼撒舉目望天，我的聰明

復歸于我，我便稱頌至高

者，讚美尊敬活到永遠

的上帝。祂的權柄是永有

的，祂的國存到萬代。世

上所有的居民、都算為虛

無。在天上的萬軍和世上

的居民中，祂都憑自己的

意旨行事。無人能攔住祂

手，或問祂說：「禰做什

么呢？」（但以理書4章34-35節）

	 我們沒有人能完全明白上帝的作為。就像巴比

倫王一樣，亞薩終于明白了，自己不配判斷上帝 ，

說祂做事不公。

 耶和華啊，眾神之中誰能像祢？誰能像祢至聖至榮，

可頌可畏，施行奇事？（出埃及記15章11節）

應當提醒自己：上

帝在當前的工作是

絕對可信賴的，因

為只有祂對將來瞭

若指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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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然充足的上帝

然而我常與祢同在，

祢攙着我的右手。

祢要以祢的訓言引導我，

以后必接我到榮耀裡（23-24節）。 

	 進入聖所讓亞薩再次領悟到上帝的偉大，使他

心中洋溢着對祂的感恩和信心。他更加熱切地宣告

說，上帝會常與我們同在。當亞薩反思過去生命中

黑暗的日子時，他發現自己從未孤單一人。他體會

到上帝永遠不會離開他，也不會丟棄他。因此，他

從聖所出來時，帶着更新的力量。

	 這正是后來基督給門徒的保證。祂對門徒說：

「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馬太

福音28章20節）

	 亞薩可以倚靠上帝的同在，也可以確信上帝會

加給他力量，這是在生活不堪重負時，安慰人心的

真理。后來，使徒保羅也表達了同樣的信心：「並

不是我們憑自己能承擔什么事，我們所能承擔的，

乃是出于上帝。」（哥林多后書3章5節）

	 亞薩不但確信有上帝的同在和力量，而且，他

還可以倚靠上帝的靈和上帝的話，一路引領他回天

家。「禰要以禰的訓言引導我，以后必接我到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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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裡」（詩篇73篇24節）。也

許，亞薩最美好的發現就是：

上帝的同在、力量和智慧永不

止息。他知道當他的生命歷程

結束時，上帝將兌現祂的應

許，接他到天家，永遠與上帝

同在。

	 這聽起來像是一位已經忘

記我們、丟棄我們的上帝嗎？

當然不！這位上帝必永遠不離

開我們，也不會撇下我們（申

命記31章6、8節；希伯來書13
章5節）。

d

在詩篇73篇的最后幾節中，亞薩總結了他從掙扎中

學到的功課。

他知道當他的生命

歷程結束時，上帝

將兌現祂的應許，

接他到天家，永遠

與上帝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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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帝比生活中的

任何事都更重要。

除祢以外，在天上我有誰呢？

除祢以外，在地上我也沒有所愛慕的！（25節）

	 亞薩最終認識到上帝是他所擁有和所需要的一

切。他可以全心信靠上帝的看顧，並且確信，沒有

什么可以和上帝相提並論。

2上帝是我們唯一

需要的力量。

我的肉體和我的心腸衰殘，

但上帝是我心裡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

遠（26節）。

	 當亞薩想要靠自己的力量時，他發現只有在上

帝裡面，他才能得到他所需要的無盡力量 。

 使徒保羅知道困難中的光景是什么樣子，但他也知

道，是上帝給他力量堅持到底。他在監獄中寫道：「我

靠着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腓立比書4章
13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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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帝將施行公義，

就像祂施憐憫一樣。

遠離祢的，必要死亡；

凡離棄祢行邪淫的，祢都滅絕了（27節）。

	 亞薩曾因為那些不敬畏上帝卻享平安富足的人

而心懷不平（3節）。他因生活中明顯的不公心生不

滿（4-12節）。他甚至覺得，為上帝而活徒然無用

（13節）。

	 但到了最后，亞薩明白必須把這一切交託給上

帝。正如亞伯拉罕所說：「審判全地的主豈不行公

義嗎？」（創世記18章25節）是的，亞薩學習到要

相信上帝會按照祂的時間和智慧，既有憐憫又有公

義地處理生活中的一切不公不義。

4上帝親近那些

親近祂的人。

但我親近上帝是與我有益，

我以主耶和華為我的避難所，

好叫我述說祢一切的作為（28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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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薩的責任不是對世界施行審判，也不是試圖

靠自己來實施正義 。就像雅各一樣，亞薩明白了，

他一生的責任乃是「親近上帝，上帝就必親近你

們」（雅各書4章8節）。

 這並不是說，相信上帝的人應該忽視苦難和不義。

聖經處處都勸勉我們，要顧念別人的需要，過于自己的

需要。彌迦書6章8節說：「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

心，與你的上帝同行。」雅各書1章27節也提醒我們：

「那清潔沒有玷污的虔誠，就是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

婦，並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亞薩最后的結論就是，上帝以祂無限的良善和

智慧在掌管一切，即使在我們受苦而不知道原因

時，也是如此。雖然，生活在這個墮落的世界上有

艱難，但上帝仍是公平的。因着信，亞薩終于深刻

地認識到，並且堅信他開始時所作的宣告：「上帝

實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1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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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筆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