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經中的殯葬禮 
FUNERAL	  IN	  THE	  BIBLE	  



生命與死亡 
 

「上主天主用地上的灰土形成了人，在他
鼻孔內吹了一口生氣，人就成了一個有
靈的生物」（創2:7） 
 
「他若將自己的神魂收回，將氣息復歸於
自己，所有有血肉的人必都消滅，世人
都要歸於塵土」（約34:14-15）。 



「上主天主用地上的灰土形成了人，在他鼻孔內吹
了一口生氣，人就成了一個有靈的生物」（創2:7） 



死人以一種靜態的形式，就像一個影子
般，繼續存在。死人的居所是陰府
（sheol），人在那裏沒有活動，不能
讚美天主，因為「陰府不會讚頌你，死
亡也不會稱揚你：下到深淵的，不會再
仰望你的忠誠」（依38:18）。 



死而不得其葬，淪為野獸所食，是莫大
的不幸和詛咒（列上14:11; 16:4; 
21:24；耶7:33; 8:2;16:4; 22:19；則
29:5）。 
 
埋葬無人收殮的死者是善功（多
1:17-18; 2:3-8; 12:12-13）。但屍
體和埋葬死者用的墳墓，被視為不潔，接
觸到它們也令人不潔（戶19:11-16；蓋
2:13）。 



多俾亞埋葬死者 Tobit	  Burying	  the	  Dead	  



 

人死後，有人替他合上雙
眼。天主告訴雅各伯，他
死後，「若瑟要親手合上
你的眼」（創46:4） 
 

雅各伯離世前祝福眾子，
以後又囑咐他們說：「我
快要歸到我親族那裡去，
你們應將我葬在赫特人厄
斐龍田裡的山洞裡，與我
的祖先在一起。」雅各伯
給他的兒子們立完遺囑以
後，便將腳縮到床上，斷
氣而死，歸到他親族那裡
去了（創49:29-33） 



遺體處理 
 
至親先洗滌亡者的遺體，預備殮
葬，但「凡摸了任何人屍體的，七天
之久不潔。第三日和第七日，他應用那
水取潔，他纔潔凈」（戶19:11-12）。 



「司祭不應為族人的屍體陷
於不潔，除非為骨肉至親，如
母親，父親，兒女，兄弟；未
出嫁而仍為處女的姊妹，為
她的屍體，司祭可陷於不
潔；但司祭不可因為身為丈
夫，而為姻親的屍身，陷於
不潔，褻瀆己身」（肋
21:1-4）。這禁令對大司
祭更加嚴格，甚至「不可走
近死人的屍體，也不可為父
親或母親的屍體而陷於不
潔」（肋21:11）。 



以色列人不把屍體作防腐保存，即
「用香料包殮屍體」（創50:2-3）， 
唯一例外就是雅各伯和若瑟。 
 

一般百姓遺體先停放在
家中，而且盡快在亡者
去世當日下葬。雅依洛
會堂長的女兒，死後放在
家中（路8:51）；約培女
信徒塔彼達死後，「人
把她洗滌後，停在樓
上」（宗9:37）。 

伯多祿復活約培
女信徒塔彼達 



君王死後，在埋葬前，人們會為他
焚香，以示尊敬。猶大王阿撒死後，「人
們將他葬在達味城，自己所鑿的墳
墓裡，將他放在床上面，滿堆香料，即
照調香法所製的各種香料，又為他焚燒
了很多的香料」（編下16:14）。 



哀悼亡者 
 

人們為表示悲痛，會撕破自己的衣服。雅
各伯聽說若瑟死了，「遂撕裂了自己的
衣服，腰間圍上麻衣，為自己的兒子悲
哀了多日」（創37:34）。 
 

撒烏耳王死後，「達味就抓住自己的衣
服撕破了；同他在一起的人也照樣
作了」（撒下1:11）。 



達味的兒子阿默農被另一兒子阿貝沙隆
殺死後，「君王便起來，撕裂了自己的
衣服，俯伏在地；他身邊的臣僕，也都
撕裂了自己的衣服」（撒下13:31）。 
 

約伯聽到子女的死訊，「就起來，撕裂
了自己的外氅，剃去頭髮，俯伏在地叩
拜」（約1:20）。 



「人必在一切廣場上哀悼，人必在各街道上說：哀
哉！哀哉！並且召農人來弔唁，叫會哭的人來痛
哭」（亞5:16） 



哀哭的格式是： 
-「哀哉，哀哉！」（亞5:16) 
-「哀哉，我兄弟！」 
 「哀哉，我姊妹！」（列上13:30） 
-「哀哉，主上！哀哉，陛下！」（耶 
  22:18） 
-「噫嘻，我主！」（耶 34:5） 
-或呼叫亡者名，如「我兒阿貝沙隆！ 
 我兒！」（撒下19:1,5） 



這哀哭有時分成男女兩方，互相呼應，情
景悽傷：「在那一天，在耶路撒冷必要
大舉哀悼，有如在默基多平原中的哈達
得黎孟的哀悼。全國將要哀悼，各家各
族合成一夥：達味家的家族一夥，他們
的女人一夥；納堂家的家族一夥，他們
的女人一夥；肋未家的家族一夥，他們
的女人一夥；史米家族一夥，他們的女
人一夥；其餘所有的家族，各家各族合
成一夥，他們的女人一夥」（匝
12:11-14）。 



哀哭是至親的責任（創23:2; 50:10；撒下
11:26），在場的人也會加入哀哭（撒上
25:1; 28:3；撒下1:11-12; 3:31）。耶穌
也為友人拉匝祿流淚（若11:33,35, 
38）。 
 

哀歌（lamentation）有自己的文學格式
（qinah），由男女專業者詠嘆（編下
35:25；亞5:16），尤其是婦女（耶
9:16-17；則32:16），她們更教導女兒
這門藝術（耶9:19；參看路7:32）。 



最著名的有達味為撒烏耳和約納堂寫的
輓歌：「以色列的榮華，倒在你的高
崗上；英雄怎會陣亡？⋯撒烏耳與
約納堂，相親相愛，生相聚，死不
離，神速過鷹，勇猛勝獅。⋯英雄
怎會在戰鬥中陣亡！哎，約納堂！對你
的死，我極度哀痛！我的兄弟約納
堂，我為你萬分悲傷！⋯英雄怎會
陣亡！戰爭的武器怎會喪亡！」（撒下
1:19-27）。 



家人和親友還會穿上苦衣（創37:34；撒
下3:31），脫去腳上的鞋和頭飾，遮
住自己的臉和鬍子（則24:17,23），在
頭上撒灰（蘇7:6；撒上4:12；約
2:12；則27:30），甚至剃去鬚髮
（約1:20；耶16:6; 41:5; 48:37；則
7:18；亞8:10），不梳洗或塗香液
（撒下14:2；友10:3），以示哀傷。 



齋戒也是一種哀悼亡者的方式： 
 

達味為撒烏耳和約納堂之死守齋一天
（撒下1:12） 
 

雅貝士居民為撒烏耳和他的兒子按例守
齋七天（撒上31:13） 
 

「哀悼死者，為期不過七天；悲哭愚人
與不虔敬的人，卻是一生」（德22:13） 



親友或隣居為亡者家人送來「喪食」和
「慰唁酒」（耶16:7；則24:17,22），因
為舉喪的家居被視為不潔之地，不能煮
食。 
以色列人不祭祀亡者，因為那與拜偶像
無異（參看巴6:26；申26:14；多
4:17）。 
為亡者祈禱和獻祭，補贖亡者的罪過，祈
求天主開恩：這種做法，在瑪加伯時代
才逐漸出現（加下12:38-46）。 



殯葬儀式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出殯時屍體不會放
在棺木內，而是在擔架上，讓人看見。 



耶穌復活納因城寡婦的獨生子，當
時死者正被人放在擔架上抬出城外 

殯葬儀式 



耶穌往一座名叫納因的城去，他的門徒和
許多群眾與他同行。臨近城門時，看，正
抬出一個死人來，他是母親的獨生子，母
親又是寡婦；且有本城的一大夥人陪
著她。主一看見她，就對她動了憐憫的
心，向她說：「不要哭了！」遂上前按住
棺材，抬棺材的人就站住了。他說：「青
年人，我對你說：起來罷！」那死者便坐
起來，並開口說話；耶穌便把他交給了他
的母親（路7:11-15；參看撒下3:31；列
下13:20-21）（「棺材」更好譯作擔架） 



以色列人不行火葬，焚燒屍體是對死者
不敬（亞2:1）。唯一例外是撒烏耳和
兒子們的遺體。他們與培肋舍特人交戰
時殉國，被敵人懸屍貝特商城外，「基
肋阿得雅貝士的居民，一聽說培肋舍特
人對撒烏耳所行的一切，所有的勇士就
動身，走了一夜，從貝特商城牆上取下
撒烏耳和他兒子們的屍體，帶回雅
貝士，在那裡焚燒了。然後將他們的
骨骸收歛起來，埋在雅貝士檉柳下，禁
食七天」（撒上31:11-13） 



死者被葬時，大概是穿着衣服的。新約
的記載提到一些埋葬的細節。「若瑟領
了耶穌的遺體，就用潔白的殮布將它包
好」（瑪27:59）；但若望卻說：「他
們取下了耶穌的遺體，照猶太人埋葬的
習俗，用殮布和香料把他裹好」（若 
19:40）。這香料是用「沒藥及沉香調
和」製成（若19:39），其作用並非為
防腐，只是為除臭。 



拉匝祿走出墳墓時，「腳和手都纏著布
條，面上還蒙著汗巾」（若11:44）， 
這也是若望和伯多祿在耶穌的空墓所看
見的（若20:5-7）。 



伯達尼拉匝祿墓 

Tomb	  of	  Lazarus	  in	  Bethany	  



墳墓 
 

初時死者被葬於去世的地方，梅瑟姊姊
葬在卡德士（戶20:1），亞郎葬於曷
爾山（戶33:39），梅瑟葬於乃波山
（申34:6）。亞巴郎在赫貝龍買了瑪
革培拉（Macpelah）山洞，為他的妻子
撒辣作墳墓（創23），這墓穴後來更
成了他自己（創25:9-10）及依撒格和
黎貝加，以及雅各伯和肋阿的墳墓（創
49:29-32; 50:13）。 



赫貝龍瑪革培拉聖祖墳墓，葬有
亞巴郎、撒辣、依撒格和黎貝加、
雅各伯和肋阿 

Tombs	  of	  the	  Patriarchs	  at	  
Macpelah	  in	  Hebron 

亞巴郎墓 



自此，漸有家族墳墓的出現，死者的遺
體被送回家族墳墓埋葬。基德紅、三松
兩位民長死後，被「埋在他父親⋯的墳
墓裡」（民8:32; 16:31）。 
 

人在生時都希望死後能葬在祖墳中（撒
下19:38），被拒葬於祖墳，是天主的
懲罰（列上13:21-22）。 



達味為了對撒烏耳王表示尊敬，「把撒
烏耳和他的兒子約納堂的骨骸，從雅貝
士基肋阿得的居民那裡收殮起來⋯一同
埋在本雅明地方的責拉，撒烏耳的父親
克士的墳墓內」（撒下21:12-14）。 
 

埋於祖先的墳墓中，顯示亡者與家人的
關係，死後仍然維繫着。 



除君王外，一切亡者都要葬在城外，或
在家族土地上的墓中（蘇24:30,32；撒上
25:1；列上2:34）。 
 

死者骨骸被視為不潔，故此不能留在城
內，但君王是天主與選民盟約的標誌，他
們的遺體被視為天主祝福的媒介。 



熙雍山上的達味王墓 
Tomb	  of	  David	  on	  Mt.	  Zion	  



猶大王烏齊雅（Uzz iah）「與祖先
同眠，因為人說他有癩病，所以只將
他葬在王陵的田間，祖先之旁」（編下
26:23）。他的骸骨在公元一世紀時曾
被遷葬，這第二次埋葬地的石碑於
1931年被發現保存在橄欖山上一座俄
羅斯東正教修院的博物 
館內，但原來地點及發 
現者及時間已不詳。 



Burial	  grounds	  on	  both	  sides	  of	  
Kidron	  Valley	  
克德龍谷兩邊的墳場 

猶太墳場 
Jewish	  Tombs	  



舒特拉之墓 
Tomb	  of	  Oskar	  Schindler	  

耶路撒冷天主教墳場 
Catholic	  Cemetery	  in	  Jerusalem	  

克德龍谷基督徒墳墓 
Christian	  Cemetery	  in	  Kidron	  Valley	  



各種墳墓 
 

古代以色列的墳墓，多由石灰岩鑿成或
利用天然山洞（cave	   tombs），也有用
地下的井墓（L-‐shape	  shaft	  tombs）。 
 

列王時代的墳墓多是石室墓（chamber	  
tombs），可停放多具遺體，構造也比
較複雜。先由地面向下開鑿坡道，下面
再鑿成方形石室，入口處則以岩石堵塞。 



石室墓 
 

石室四壁設有停屍的石床（bench）或壁龕
墓床（arcosolium）存放屍體。也有在室
壁鑿出垂直深入的墓槽（ l o c u l i /
kokhim），以安放遺體。 
 

一些石室墓內也設有骨庫（repository	  
pit），以收集骸骨，騰出空間為新死
者用，這令人想到聖經說的「歸到他祖
先那裡」這句話。 



列王時代末期更出現了較複雜的群組石
室墓，不再是一個簡單的石室，而是沿
石室的四周另鑿有其他的石室，室與室
之間有走廊及通道相聯。這種群組石室
墓只有一個與外間相連的入口，外面以
方形或圓形的大石堵塞。 



壁龕墓床 Arcosolium	  

石室墓 Chamber	  Tombs	  Plan	  
墓槽 Kokhim	  



墓室的石床及骨庫 
Benches	  &	  Repository	  Pit	  
 



A	  Rock-‐cut	  Family	  Tomb	  (roof	  
collapsed) (6th	  Cent.	  BC)	  	  

 
 
 
 
列王時代本希農谷的家族 
墳墓（原石室已坍塌） 

骨庫 Repository	  



黑落德家族墓入口的圓滾石  
Herod’s	  Family	  Tomb	  with	  Rolling	  Stone	  



人們慣於每年在巴斯卦節日前，將墳墓
的所在地塗以白色的標記，避免他人接
觸到不潔。這種習俗至今在巴勒斯坦仍
沿行不衰，令人想起耶穌的話：「禍
哉，你們經師和法利塞假善人！因為
你們好像用石灰刷白的墳墓：外面看來
倒華麗，裡面卻滿是死者的骨骸和各樣
的污穢」（瑪23:27）。 



一些墳墓在外面加上標誌，早在聖祖時
代，雅各伯為妻子辣黑耳墳上立碑（創
35:20）。然而因貪婪而受罰的阿干
（蘇7:26），和曾反叛父王達味的阿
貝沙隆（撒下18:17），二人墓上所堆
起的石頭，日後成了懲罰及受人民唾棄
的標誌。由希臘時期開始（公元前四世
紀），有修飾墳墓外面的做法。 



瑪加伯家族的「息孟在他父親與他兄弟
們的墳墓上，用前後光澤的石頭，修了
一座相當高大的紀念碑，從遠處可以望
見。他為父母和四個兄弟，還立了七座
金字塔，彼此相對；且為塔作了一些裝
飾品，就是在四周，立了一些大石柱，石
柱上刻了武器，作為永久的記念；又在
武器旁，彫刻了船像，使航海的人都可
以看到」（加上13:27-29）。 



克德龍谷中的陵墓 

Tombs	  in	  Kidron	  Valley	  



一世紀猶太歷史家若瑟夫（Josephus）告
訴我們，大黑落德在耶路撒冷修建了達
味和撒羅滿的陵墓（參看宗2:29：「諸
位仁人弟兄！容我坦白對你們講論聖祖
達味的事罷！他死了，也埋葬了，他的
墳墓直到今天還在我們這裡」），並為
自己在白冷附近，修建了宏偉的陵墓，今
日仍屹立，稱為黑落狄雍（Herodion）。 



黑落狄雍及黑落德墓 

Herodion	  &	  Herod’s	  Tomb	  



骨箱 
 

羅馬時代開始，猶太墳墓中也有骨箱
（Ossuary）出現，以石灰石製成，體
積通常長度是以死者大腿骨，高寬則以
頭骨為標準。箱外刻有亡者的名字，有
時也刻有玫瑰花瓣、棕櫚枝、波浪式花
紋，以及幾何學或建築術的圖案。 



按古中東不同民族的習慣，是將死者埋
葬後十二個月左右，即等死者肉軀腐爛
之後，檢取其骨骸放入骨箱中，作第二
次的埋葬。 
 

猶太人相信，亡者生前的罪孽，與他的
肉軀相關，肉軀腐爛後便告終，可得安
息。 



主哭耶京堂附近發
現的墳墓及骨箱 

Ossuaries	  discovered	  
near	  Dominus	  Flevit	  



墓室中的遺體和骨箱 



骨箱	  Ossuaries 



除上述的數種類型的墳墓和骨箱外，也
有就地挖坑，放入屍體而加以掩埋，周
圍堆上石塊作為圍牆，頭部擺上幾塊較
大的平石。 
 

至於嬰兒小孩屍身的掩埋，多利用一種
具有人體形的陶罐或陶棺，將之停放在
家園的附近，或葬入墳墓中。 



耶穌聖墓 
 

耶穌的墳墓屬一種較簡單的石室墓，它
祇有兩室，內室為墓室（ b u r i a l	  
chamber），外室是門廳（entrance	  
chamber，現稱天使小堂，紀念天使的
顯現，參看路24:1-7），內有一石台
為放香料用，以袪除屍臭。由外室俯身
可以看到內室的屍體（參看若20:5）。 



教會歷史家歐瑟比（Eusebius）給我們
講述了發現耶穌聖墓的經過，當時基督
被釘十字架的髑髏之地（哥耳哥達
Golgotha，或稱加爾瓦略Calvary），以及
基督的聖墓，仍被哈德良皇帝（Hadrian 
117-138）所建的維納斯女神殿所覆
蓋。 



君士坦丁皇帝（約於325年後）下令拆
毀外教的神殿，並深入挖掘，「就在一
切希望似要幻滅的一剎那⋯，耶穌救世
復活的這個可敬而至神聖的見証，便展
現在眾人眼前。」從那時起，這個被發
現的墳墓便一直受人崇敬，直至1009
年它被回教領袖哈金（Hakim）摧毀為
止。此前，仍可清楚看到這墳墓是由原
岩石鑿成，只是外面鋪上了大理石而已。 



君士坦丁建的聖墓的大殿共分三部分：殉
道紀念大堂（Martyrion）、三邊迴廊
（Triportico）、復活堂（Anastasis）及
其周圍的圓廳（Rotunda）。這圓廳經
多番修葺和重建，就像基督空墓上方一
個大墓塚。近代考古學告訴我們，加爾
瓦略原是城外一處古代採石場，後來成
了一個園林和行刑地點，耶穌聖墓就是
在這裡的岩石中鑿成，原屬富人若瑟所
有（瑪27:60）。 



哥耳哥達發展史 

History	  of	  Golgotha	  



耶路撒冷聖墓大殿 
HOLY	  SEPULCHRE	  CHURCH	  
JERUSALEM	  



Holy	  Sepulchre	  Church	  
Jerusalem	  

耶路撒冷聖墓大殿 



今日的聖墓大殿 
Holy	  Sepulchre	  Church	  

A.前庭   B.傅油聖石   C.圓廳(Rotunda) 
   或稱復活堂(Anastasis)   D.顯現小堂  
E.聖海倫小堂   F.尋獲十字架小堂  
G.加爾瓦略   H.東正教堂 

1.聖雅各伯小堂    2.聖若翰小堂  
3.四十殉道小堂    4.聖亞巴郎小堂  
5.聖若望小堂     6.聖彌額爾小堂  
7.大殿正門入口    8.法蘭克小堂(上層)  
9.埃及聖瑪利亞小堂    10.守門者位置  
11.三位瑪利亞紀念    12.天使小堂  
13.聖墓小堂    14.科普特小堂  
15.敘利亞小堂   16.猶太人墳墓  
17.通道   18.十字軍小堂   19.蓄水池  
20.聖瑪利亞瑪達肋納祭台   21.方濟會院  
22.方濟會祭衣間    23.聖母拱廊  
24.耶穌拘押處    25.聖郎季諾小堂  
26.瓜分耶穌衣服處     27.耶穌受辱處  
28.亞當小堂(加爾瓦略下層)  



卸下聖屍、傅油及埋葬 
Deposition,	  Unction	  &	  
Burial	  

Deposition	  -‐	  Apokathelosis	  	  

Burial	  -‐	  Entaphiasmos	  

Unction	  -‐	  Epitaphios	  Myrismos	  



Tomb	  of	  Jesus	  &	  Rotunda	  

耶穌聖墓及圓廳 

十字軍在耶穌聖墓祈禱 



耶路撒冷聖墓大殿 
耶穌聖墓 
TOMB	  OF	  JESUS	  
HOLY	  SEPULCHRE	  CHURCH	  
JERUSALEM	  



耶穌聖墓模型 Model	  of	  the	  Tomb	  of	  Jesus	  



Tomb	  of	  Jesus,	  Holy	  Sepulchre	  Church,	  
Jerusalem	  

耶路撒冷聖墓大殿 
耶穌聖墓 



Tomb	  of	  Jesus:	  Entrance	  
Chamber:	  Chapel	  of	  the	  Angel	  

耶穌聖墓外室：天使小堂 



Tomb	  of	  Jesus:	  Burial	  
Chamber:	  Arcosolium	  

耶穌聖墓：內室 
壁龕墓床 



他不在這裡因為他已經照他所說
的復活了!（瑪28:6） 



總結聖經有關殯葬禮的記載： 
 

﹣死者繼續以靜態方式存在 
﹣死者歸到祖先那裏 
﹣遺體被視為不潔 
﹣遺體洗淨後以香料和殮布裹好 
﹣生者哀悼亡者：哀哭、守齋、苦衣、 
   素服 
﹣聖經很少記載為亡者祈禱、獻祭 
﹣遺體葬於墓中，以大石掩墳 



居喪與節哀   
我兒，對死者，你應流淚痛哭，有如受
重苦的人開始痛哭；又要按死者的
身分，安葬他的遺體，不可輕忽對
他的喪儀。你要悲泣慟哭，且按死者的
身分，舉行喪儀。為避免人的非難，你
要按死者的身份，追悼一天或兩天，以
後便要節哀；因為悲傷令人早死，且衰
敗人的體力，心中的憂苦，使人精
神頹唐。 



出殯以後不要再哀痛，悲傷的生活，是
難以忍受的。不要任憑你的心憂悶；要
驅散憂悶，記得你的結局。不要忘
記：死者不能再回來；你這樣悲傷，為
他沒有好處，對你自己有害。死人好像
對你說：「你當記得我的命運，因為你
的命運，將來也是如此：昨天是我，今
天是你。」死者既已長眠，憂苦的懷念
即應停止；他既然斷了氣，你便該因他
而感到安慰。（德38:16-24） 



舊約初期未有復活的信念，基督降生前
兩、三世紀，漸有永生的啟示： 
智慧篇提到：「義人的靈魂在天主手
裏⋯他們是處於安寧中⋯充滿着永
生的希望」（智3:1-4）。 
瑪加伯時代壯烈殉教的七兄弟說：「你
使我失去現世的生命，但是宇宙的
君王，必要使我們這些為他的法律而
殉難的人復活，獲得永生」（加下
7:9）。 
 



新約時代的撒杜塞人也不相信肉身復活
（瑪22:23-33）。耶穌卻給我們說：「凡
看見子，並信從子的，必獲得永生；並且
在末日，我要使他復活」（若6:40）。 
 

保祿告訴得撒洛尼的信友：「弟兄們，關
於亡者，我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以免你
們憂傷，像其他沒有望德的人一樣。因為
我們若是信耶穌死了，也復活了，同樣也
必信天主要領那些死於耶穌內的人同他一
起來」（得前4:13-14）。 



聖詠第二十七篇 
1 上主是我的光明，我的救援，我還畏懼何人？ 
  上主是我生命穩固的保障，我還害怕何人？ 
2 當惡人前來攻擊我，要吃我的肉時， 
  我的對手，我的仇敵，反而跌倒斷氣。 
3 雖有大軍向我進攻，我的心毫不戰慄； 
  雖然戰爭向我迫近，我依然滿懷依恃。 
4 我有一事祈求上主，我要懇切請求此事： 
  使我一生的歲月，常居住在上主的殿裡， 
  欣賞上主的甘飴慈祥，瞻仰上主聖所的堂皇。 
5 因為在我困難的時日，他將我藏在他的帳棚裡；   
   將我藏在他帳幕的深處，並將我高舉放於磐石。 



6  現在我可昂首抬頭， 
   卑視我周圍的大仇； 
   要在他帳幕裡，獻歡樂之祭， 
   要向上主謳唱讚美的詩詞。 
7  上主，求你俯聽我的呼號， 
   上主，求你憐憫我，垂允我。 
8  論及你，我心中時常在想： 
  「你應該尋求他的儀容。」 
   上主，我在尋求你的儀容。 
9  求你不要向我掩住你的臉面， 
   你發怒時不要將你僕人趕散。 
   你向來就是我唯一的救援； 
   救我的天主，不要棄我不管。 



10 我的父母雖捨棄了我， 
   然而上主卻收留了我。 
11 上主，求你給我指示你的正路， 
   為了我的仇敵，引我踏上坦途。 
12 求你不要將我交於仇人的私欲， 
   因為殘暴的假見證來向我攻擊。 
13 我深信在此活人地區， 
   定會享見上主的幸福。 
14 你要鼓起勇氣，期望上主！ 
   你要振作精神，期望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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