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篇

团体哀歌

第十五课…

团体哀歌 ─ 咒诅诗

诗篇 个很令人困惑的问题 ─
诗篇一个很令人困惑的问题
咒诅的诗篇，为什么会存在圣经里面？
「个人哀歌」─ 第二十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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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的来源‧团体哀歌 ─ 诗篇第七十九篇‧咒诅诗

比较讲到以色列的整体
比较讲到以色列的整体，
特别讲到国家遭遇到外国的侵略
外国的侵略，
，被敌人践踏
被敌人践踏，
，
内 里面有很
内心里面有很
很大的痛苦
大的痛苦，
，向上帝发出哀叹
向上帝发出哀叹。
。

‧痛苦的来源‧团体哀歌 ─ 诗篇第七十九篇‧咒诅诗

 别人 ─ 他们  我自己 ─ 我的罪  你 ─ 上帝

 别人 ─ 他们  我自己 ─ 我的罪  你 ─ 上帝

团体哀歌最主要出现，就是对上帝的抱怨。
团体哀歌最主要出现
就是对上帝的抱怨。
 抱怨上帝最常讲「为什么？」
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不理我们呢？为什么拒绝、忘记我们呢？
我们呢？

个人哀歌，比较多讲到心中的苦毒
个人哀歌
比较多讲到心中的苦毒
团体哀歌，更多抱怨上帝是他们受苦的来源
 就是因为你，造成我今天的痛苦
就是因为你 造成我今天的痛苦
 言词更加尖锐的特色
 抱怨自己的苦况

 其次比较多的「还要到什么时候？还要多久呢？」
还要等到什么时候，你才来拯救我们呢？
两个问题都是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当我受苦的时候，为什么上帝不在我这边？」
他没有听我的祷告、没有答应我的呼求、没有解决我的难处

受苦
遭受到别人的欺凌

受辱
敌国来羞辱、践踏，是他们最感到痛苦的地方

‧痛苦的来源‧团体哀歌 ─ 诗篇第七十九篇‧咒诅诗
 别人 ─ 他们  我自己 ─ 我的罪  你 ─ 上帝

抱怨仇敌 ─ 「他们」就是我们受苦的原因
战争，敌人使我们受到很大的
的痛苦
痛苦。
。
这类抱怨常常跟上帝连在 起 ─
这类抱怨常常跟上帝连在一起
你的产业、你的圣殿、你的圣山
圣山、
、你的圣城
圣城、
、你的
你的百姓
百姓。
。
「这是你的，你要为我们来
来负责
负责，
可是你为什么竟然弃我们于不顾
弃我们于不顾呢
呢？」
控告仇敌包括两方面
 对神的子民所做的，占领圣地、
、践踏圣城
 杀害上帝的百姓，这些百姓被丢在外面，没有人来埋葬

‧痛苦的来源‧团体哀歌

─ 诗篇第七十九篇 ‧咒诅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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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求你不要记念我们先祖的罪孽，向我们追讨；
求你不要记念我们先祖的罪孽 向我们追讨；
愿你的慈悲快迎着我们，因为我们落到极卑微的地步。
9 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因你名的荣耀帮助我们！
拯救我们的神啊 求你因你名的荣耀帮助我们！
为你名的缘故搭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
为何容外邦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
10 为何容外邦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
愿你使外邦人知道你在我们眼前伸你仆人流血的冤。
11 愿被囚之人的叹息达到你面前；
愿你按你的大能力存留那些将要死的人。
12 主啊，愿你将我们邻邦所羞辱你的羞辱
加七倍归到他们身上。
13 这样，你的民，你草场的羊，要称谢你，直到永远；
要述说赞美你的话，直到万代。

‧痛苦的来源‧团体哀歌

─诗篇第七十九篇 ‧咒诅诗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1 神啊，外邦人进入你的产业，
神啊 外邦人进入你的产业
污秽你的圣殿，使耶路撒冷变成荒堆，
2 把你仆人的尸首交与天空的飞鸟为食，
把你仆人的尸首交与天空的飞鸟为食
把你圣民的肉交与地上的野兽，
3 在耶路撒冷周围流他们的血如水，无人葬埋。
4 我们成为邻国的羞辱，成为我们四围人的嗤笑讥刺。
5 耶和华啊，这到几时呢？
你要动怒到永远吗？你的愤恨要如火焚烧吗？
6 愿你将你的忿怒
倒在那不认识你的外邦和那不求告你名的国度。
7 因为他们吞了雅各，把他的住处变为荒场。

‧痛苦的来源‧团体哀歌

─ 诗篇第七十九篇 ‧咒诅诗

背景 ─
申命记第二十八章的预言，应验在他们中间。
以色列百姓如果拒绝上帝、离弃神，
上帝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里，
帝
，
任凭他们被仇敌欺压、攻击；
仇敌进入到他们的产业、
仇敌进入到他们的产
、
践踏圣地、杀害圣民。
1神啊，外邦人进入你的产业，
神啊 外邦人进入你的产业

污秽你的圣殿，使耶路撒冷变成荒堆。
他把自己遇到的痛苦跟上帝连在一起。

‧痛苦的来源‧团体哀歌

─ 诗篇第七十九篇 ‧咒诅诗

‧痛苦的来源‧团体哀歌

先知以西结的寓言

2把你仆人的尸首交与天空的飞鸟为食，

把你圣民的肉交与地上的野兽。
把你圣民的肉交与地上的野兽

「你的妻子死了，你不可以为她举哀，
「你的妻子死了
你不可以为她举哀
你不可以为她办丧事，
你也不可以把她埋葬 」
你也不可以把她埋葬。」

引述申命记第二十八章第二十六节
你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
和地上的走兽作食物、并无人哄赶。

没有人埋葬，没有人顾念，
这是他们最痛苦的景象。
这是他们最痛苦的景象

‧痛苦的来源‧团体哀歌
2

─ 诗篇第七十九篇 ‧咒诅诗

把你圣民的肉交与地上的野兽
从「上帝的慈爱」所衍生出来的字
 上帝以慈爱来对待以色列百姓
 他也盼望他们用情、义来回应上帝

「圣民」
 后来衍生叫做新约的「法利赛人」
 回应上帝的慈爱的人
这些人竟然被弃绝，上帝不顾念他们，
圣城破
圣城破了、圣殿被毁，
圣 被毁
神的产业被敌人任意的践踏。

─ 诗篇第七十九篇 ‧咒诅诗

给以色列人的寓言、象征：
耶路撒冷城破了，最心爱的人被杀死，
耶路撒冷城破了
最心爱的人被杀死
杀死
杀死，
没有时间为他举哀、为他办丧事
事、把他
、把他埋葬
埋葬；
；
连自己也在突然之间 被带到外邦去。
连自己也在突然之间，被带到外邦去
被带到外邦去。
那是人心里最痛苦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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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篇第七十九篇 ‧咒诅诗

5耶和华啊，这到几时呢？

你要动怒到永远吗？你的愤恨要如火焚烧吗？

愤恨
 英文圣经 ─忌妒 Jealous
 中文翻译 ─上帝的忌邪
以色列百姓中间有许多的邪恶，
他们拜别的神，引发上帝愤恨。
上帝发怒来责备、刑罚以色列百姓，
把他们弃绝 让他们被掳到外邦去
把他们弃绝，让他们被掳到外邦去，
但是他问上帝：「这还要到什么时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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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篇第七十九篇 ‧咒诅诗

认识你的外邦。

6愿你将你的忿怒倒在那不

 知识方面，就是一般的认识
知识方面 就是 般的认识
 跟上帝立约的认识，跟上帝有直接、最亲密关系，
盼望我们对你的认识能够重新恢复
8求你不要记念我们先祖的罪孽，向我们追讨；

愿你的慈悲快迎着我们，
因为我们落到极卑微的地步。
当一个国家被另外一个国家打败了，
中间最苦的就是这些百姓。
中间最苦的就是这些百姓
以色列百姓就是讲到他们自己的景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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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第七十九篇 ‧咒诅诗

12主啊，愿你将我们邻邦所羞辱你的羞辱，

加七倍归到他们身上。
那些人怎样来羞辱我们、羞辱上帝，
求上帝也完完全全的来报应他们
求上帝也完完全全的来报应他们，
而我们就可以来向上帝发出感谢跟赞美。
13这样，你的民，你草场的羊，

要称谢你，直到永远；
要述说赞美你的话，直到万代。
我们是你草场上的羊，跟上帝有密切的关系，
我
是你草场上的羊 跟上帝有密切的关系
如果没有你的拯救，就没有盼望、就没有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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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篇第七十九篇 ‧咒诅诗

向上帝来恳求，求上帝来拯救他们
9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因你名的荣耀帮助我们！
拯救我们的神啊 求你因你名的荣耀帮助我们！

为你名的缘故搭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
他承认自己的罪，承认国家整个的罪，
但是求上帝因他自己、荣耀、慈爱的缘故，来施行拯救。
引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以色列人拜金牛犊，
摩西为百姓代祷；上帝赦免他们的罪 宣告自己的名：
摩西为百姓代祷；上帝赦免他们的罪，宣告自己的名：
「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
他以慈爱来恩待那些单单信靠他的人，
他向他们施恩要直到千代。」

‧痛苦的来源‧团体哀歌 ─ 诗篇第七十九篇‧咒诅诗
诗一三七9

拿你的婴孩摔在盘石上的，
那人便为有福！

这样子的祷告，称做是咒诅，
怎么可以出现在诗篇里面呢？
咒诅诗的对象往往是仇敌，
是社会的公敌、敌挡神的外邦人、
国家民族的仇敌；
诗人站在以色列百姓的地位，
也是站在神的地位，
向他们发出愤恨的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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咒诅诗的语言
 有些比较温和、无害的咒诅，
只是让仇敌羞愧、退后，或是哑口无言
 让我们困惑的，一些残酷无情的咒诅
让我 困 的，
残酷 情的咒
 求神置仇敌于死地
诗五五15 愿死亡忽然临到他们，愿他们活活的下入阴间。
愿死亡忽然临到他们 愿他们活活的下入阴间

 求神把仇敌赶尽杀绝
诗一○九 愿他的儿女为孤儿、妻子为寡妇、

他的儿女漂流讨饭；
愿他后人断绝、不传于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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咒诅诗的解释
咒诅诗是在旧约，是咒诅、律法的时代，
咒诅诗是在旧约
是咒诅 律法的时代
新约是恩典的时代。
 耶稣曾经咒诅无花果树
 保罗曾经咒诅传异端的人
 彼得引用诗篇，
讲到有关于犹大的咒诅
这些思想并不因为那是属于旧约的，
今天是新约的 那今天就不应该有
今天是新约的，那今天就不应该有。

‧痛苦的来源‧团体哀歌 ─ 诗篇第七十九篇‧咒诅诗

咒诅诗的解释
 忽略咒诅诗，或否认它是咒诅
忽略咒诅诗 或否认它是咒诅
 原本精神是善的。坚持圣经无误、对上帝有全然的信心
、对上帝有全然的信心
 只是
只是一些咒诅
些咒诅，并没有造成真正的伤害
并没有造成真正的伤害
耶稣讲：「如果人从内心里对人有了愤恨，
就是对他造成了杀害， 是不能够掩饰他的动机的。」
只是诗 的希 ，或是祷 ，
 只是诗人的希望，或是祷告，
说明仇敌将来必定会遭遇到的结局
诗篇就是真正的针对今天讲
诗篇就是真正的针对今天讲，
「愿他们…」，不是讲到是将来末后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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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帝的角度来看咒诅诗的价值
1 上帝肯定咒诅诗的价值
1.
 没有看见上帝对咒诅诗有任何不好的评论
 新约里，有人引用咒诅诗在一些信息里
新约里 有人引用咒诅诗在 些信息里
2. 上帝肯定人愤怒的情绪
被仇敌苦待，必然会有这样子的情绪发生
帝乐意我们把内 的痛苦，向他来倾
3. 上帝乐意我们把内心的痛苦，向他来倾吐
 对于受伤人的心灵，可以得着安慰跟医治
 避免人真正采取实际的报复行动
 避免无心的咒诅真正的应验

咒诅诗
对这些团体里面发出来一些严厉的话，
确实心中还有许多的困惑。

求主让我们看到，
 上帝知道我们内心的痛苦
内心的痛苦
 也愿意我们在他的里面
愿意
在他的里
在他的里面
可以得着对于他真心
真心的依靠
的依靠
让我们依靠他，
求上帝自己来为我们伸冤
求上帝自己来为我们伸冤，
为我们成全他的救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