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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性哀歌 ─ 诗篇七四篇

第卅三课…

1 神啊，你为何永远丢弃我们呢？

你为何向你草场的羊发怒，如烟冒出呢？
2 求你记念你古时所得来的会众，就是你所赎、作你产业支派的，

全国性哀歌

并记念你向来所居住的锡安山。
3 求你举步去看那日久荒凉之地，仇敌在圣所中所行的一切恶事。
举步去看那日久荒凉之地 仇敌在圣所中所行的 切恶事
4 你的敌人在你会中吼叫；他们竖了自己的旗为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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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他们好像人扬起斧子，砍伐林中的树。
6 圣所中一切雕刻的，他们现在用斧子锤子打坏了。

音量、全萤幕

7 他们用火焚烧你的圣所，亵渎你名的居所，拆毁到地。
8 他们心里说：我们要尽行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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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性哀歌 ─ 诗篇七四篇
神自古以来为我的王，在地上施行拯救。
13 你曾用能力将海分开，将水中大鱼的头打破。
14 你曾砸碎鳄鱼的头，把它给旷野的禽兽为食物。
15 你曾分裂盘石，水便成了溪河；你使长流的江河干了。
16 白昼属你，黑夜也属你；亮光和日头是你所预备的。
白昼属你 黑夜也属你 亮光和日头是你所预备的
17 地的一切疆界是你所立的；夏天和冬天是你所定的。
18 耶和华啊，仇敌辱骂，愚顽民亵渎了你的名，求你记念这事。
19 不要将你斑鸠的性命交给野兽；
不要永远忘记你困苦人的性命。
20 求你顾念所立的约，因为地上黑暗之处都满了强暴的居所。
21 不要叫受欺压的人蒙羞回去；
要叫困苦穷乏的人赞美你的名。
叫困苦穷乏的人赞美你的名
22 神啊，求你起来为自己伸诉！
要记念愚顽人怎样终日辱骂你。
23 不要忘记你敌人的声音；那起来敌你之人的喧哗时常上升。
12

他们就在遍地把神的会所都烧毁了。
9 我们不见我们的标帜，不再有先知；
我们不见我们的标帜 不再有先知
我们内中也没有人知道这灾祸要到几时呢！
10 神啊，敌人辱骂要到几时呢？仇敌亵渎你的名要到永远吗？
11 你为甚么缩回你的右手？求你从怀中伸出来，毁灭他们。

诗七四1 （亚萨的训诲诗。）

题言

亚萨是 1000 B.C. 大卫诗班中，
设立 个歌唱的利未人领袖；
设立一个歌唱的利未人领袖；
「亚萨的」不见得是亚萨本人，也可能是
亚萨后裔所写的训诲诗，都归为「亚萨的」
这篇是在诗篇的卷三，
成书背景在主前第八世纪，
主前第 世纪
 像是约沙法王面对亚述王来攻的时候，
设立了歌唱的军队来迎战敌人的，
这段经文在 历代志下廿章
 不过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当中，
面对困境患难、仇敌来攻的时刻，
都可以这样祷告

全国性的哀歌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段落性的结构︰
A. 前言 ─ 哀呼神的名字，
哀呼神的名字
表达跟神之间的亲密关系、向神的质问
B. 本文 ─ 细细的向神描述困境，追忆神的权能，
包含神在大自然的作为、在历史中的作为
C. 结尾语 ─ 以具体的祷告为结尾语，
求神拯救、求神纪念、求神申冤…
A.祷文 1-3 引言，求助的祷文、问神 ─ 你为何？
B.困境

4-9 向上帝告状，看你的仇敌…
帝告
看

10-11
11 求助的祷文
A 祷文 10
A.

B’追忆
C/A.祷文

12-17 追忆神的权能，似是出埃及十灾的背景

18-23 求助的祷文

12 神自古以来为我的王。
这位立约的上帝是以色列的神，
他不能放着我们不管 ─
这是全国性哀歌中他所唱出的信念，
诗人认为他们所遇见的困难 神必须插手
诗人认为他们所遇见的困难，神必须插手。

诗人的每一个哀叹都是叹息说 ─ 神的旨意
行在地上
行在地上，跟他在天上所立定的有一个差距。
在 上所 定的有 个差
他的信念就是根据摩西五经「上帝是立约的神」，
确信、坚持上帝在约的那一头持守着守约施慈爱的关系
 国家遭遇极大的灾难、有仇敌入侵，
诗人三次祷告、包装着他所面对的困境，
困难没有困住他，因为他转向神
困
，
转向神 ─ 看
看见上帝
帝
在历史当中施行拯救、在大自然展现权能…



02a 求你记念你古时所得来的会众、产业。
求你记念你古时所得来的会众 产业
22a 求你起来为自己伸诉！

我们在向神诉苦的时候，会越诉越苦，
怎样脱离这样的危机？
关键点就是数算上帝在历史当中的作为…
 诗人其实有无数的问句 ─ 一直问神说「要到几时呢？」
直问神说「要到几时呢？」
 每一个属主的儿女，当站在上帝那边时，
对罪的敏锐 恶罪之心会伤痛的
对罪的敏锐、恶罪之心会伤痛的
诗人在伤痛当中向神细数，仇敌做了些什么伤透他们的心…
无数的问句使诗人不断的转向神，
他没有停留在困境中！
我们自己遇见困境的时候，
 或许华人世界观中管理宇宙世界的是老天爷，
是没有位格、赏善罚恶、机械化的因果律
 旧约圣经所启示的耶和华神，是立约的神…
20a 求你顾念所立的约。

所以诗人的敌人就是上帝的敌人，
诗人所遇见的困境 不也是上帝的困境吗？
诗人所遇见的困境，不也是上帝的困境吗？
结语 ─ 他求神纪念…
有太多的心事，是我们担不起的，
借着祷告把忧虑卸给神、求神纪念，
 这是诗人祷告的秘诀 ─ 求神顾念这个约
 甚至坚持说：
「不要叫我们…，要叫你的敌人…」
很具体的把他内在的愿望向神陈述
当我
当我们越祷告、越懂得
祷
越懂得按照神的心意来祷
来祷告，
，
全国性哀歌会有一种意味 ─
同
同仇敌慨站在上帝的那边，
慨 在 帝 那 ，
恳求上帝为他的百姓来行事。

全国性哀歌 ─ 诗篇八十篇
1 （亚萨的诗，交与伶长。调用为证的百合花。）

领约瑟如领羊群之以色列的牧者啊，求你留心听！
坐在二基路伯上的啊，求你发出光来！
2 在以法莲、便雅悯、玛拿西前面施展你的大能，来救我们。
3 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
转
4 耶和华万军之神啊，你向你百姓的祷告发怒，要到几时呢？
5 你以眼泪当食物给他们吃
你以眼泪当食物给他们吃，又多量出眼泪给他们喝。
又多量出眼泪给他们喝
6 你使邻邦因我们纷争；我们的仇敌彼此戏笑。
7 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
万军之神啊 求你使我们回转 使你的脸发光
我们便要得救！
8 你从埃及挪出
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
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把这树栽上。
赶出外邦人 把这树栽上
9 你在这树根前预备了地方，它就深深扎根，爬满了地。
10 它的影子遮满了山，枝子好像佳美的香柏树。
11 它发出枝子，长到大海，发出蔓子，延到大河。

这篇全国性的哀歌，仍然是亚萨的诗，
历史背景很像是主前第八世纪
王下十九西拿基立来围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
这个时候北国已经被掳于亚述 ─
 1a 领约瑟如领羊群之以色列的牧者
约瑟是北方的支派
 2a 在以法莲、便雅悯、玛拿西前面
这几个列出来的都是北方的支派
很可能是在北国以色列被掳于亚述的时候，
南国在圣殿当中，
歌唱的利未人亚萨做了这诗歌，
未 亚萨
诗 ，
带领全国在上帝面前来哀哭祷告 ─
亚述灭了北国以色列，
对南国犹大也是极大的威胁。

全国性哀歌 ─ 诗篇八十篇
12 你为何拆毁这树的篱笆，任凭一切过路的人摘取？
13 林中出来的野猪把它糟踏；野地的走兽拿它当食物。
14 万军之神啊，求你回转！从天上垂看，眷顾这葡萄树，
15 保护你右手所栽的和你为自己所坚固的枝子。
枝
16 这树已经被火焚烧，被刀砍伐；

他们因你脸上的怒容就灭亡了。
17 愿你的手扶持你右边的人，
就是你为自己所坚固的人子。
18 这样，我们便不退后离开你；
求你救活我们，我们就要求告你的名。
19 耶和华万军之神啊，
耶和华万军之神啊
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
我们便要得救！

前言1-3 哀求
 B. 叙述困境 4-7 他直接问神 ─要到几时呢？
要到几时呢？
你向你百姓的祷告发怒，要到几时呢？
 B. 追忆神权能 8-13 连续的修辞当中问神 ─
你为何？你为什么离弃呢？都是问句
 C. 结尾语14-19 又是一段哀求
是 段哀求
 A.

这篇诗一开端，
就表达出他们跟神之间独特的关系 ─
1a 领约瑟如领羊群之以色列的牧者
他们的民族跟立约的神之间的关系
1b 坐在二基路伯上的啊！
法柜上的施恩座，上帝同在的记号
神
约
，
他们是跟神立过约的民族，
切切的向神呼求、求神拯救！

分段的记号，有一个重复的呼求…
 3 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复兴），
神啊 求你使我们回转（复兴）
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
 7 万君之神啊…
万君之神啊
 14 万军之神啊，求你回转！
 19 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
耶和华万军之神啊 求你使我们回转
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
连续几个非常类似的…
连续几个非常类似的
变成重复的呼求、分段的记号，指出中心信息。
旧约回转这个字眼，就是新约中的悔改
 求你使我们回转，我们便要得救，
 得救是今天我们求神来复兴他的教会
 回转，我们转向神、神转向我们，
彼此的转向是一个关系的恢复


这是一个全国性哀歌 ─
 当国家面临困境的时候，如何向神呼求
当国家面临困境的时候 如何向神呼求
 给基督徒一个范本，
怎样为在上执政掌权者祷告、
怎样为在上执政掌权者祷告
怎样为国家在上帝面前守望
这是诗人的哀叹 其实唱出 信心的诗歌
这是诗人的哀叹，其实唱出了信心的诗歌。
百姓落入困境、被仇敌欺凌，是因为他们背约，
全国性哀歌唱出一些信念 ─
跟神是在约的关系当中，
 恳求上帝纪念这约、拯救他们
 恢复在约里神的祝福、上帝跟他们的关系
恢复在约 神
、 帝
关系
求上帝帮助我们，
不让任何的困境困住了我们的祷告，
不让任何的困境困住了我们的祷告
困境越大，让我们向神的信心越坚定。

当以色列百姓背约的时候，上帝使他们
落在仇敌的手中 ─ 是约的刑罚，
是约的刑罚
百姓有没有学到功课呢？
在诗人的祷告当中他唱出 ─
当看见这样情境的时候，求你使我们回转。
又有一段很特别的修辞 ─ 8-13 葡萄树的寓言，
以色列人是上帝所栽种的葡萄树，
引用寓言体裁描述神在历史当中的作为，
 我们曾经在埃及为奴，是你把我们迁移出来种在迦南地
 可是你为何拆毁了篱笆任凭它被践蹋？
葡萄园的寓言，描述了神跟选民之间的关系，
从这里面他恳求上帝 ─
百姓可以回转向神、上帝转向他们，
百姓可以回转向神、上帝转向他们
以至于他们能够得救。

爱我们的天父，你是为我们的信心

祷告

创始成终的那一位，感谢你。
主啊 即便整个国家面对危机
主啊，即便整个国家面对危机，
但我们却总是会看见你坐着为王。
求主恩待让每 位属你的儿女
求主恩待让每一位属你的儿女，
 不是只有自私的来求自己的益处
 让我们也懂得在这个世代当中
为我们的国家民族向神来呼求
特别当我们的国家还不懂得转向你 背逆当中的时刻
特别当我们的国家还不懂得转向你、背逆当中的时刻，
我们更是要信心坚定的来祷告，
因为你是愿意人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的上帝。
人人得救
人沉沦
帝
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