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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7-17

(p. 903)



7 我們因你的怒氣而消滅，因你的憤怒而
驚惶。

8 你將我們的罪孽擺在你面前，將我們的
隱惡擺在你面光之中。

9 我們經過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們
度盡的年歲好像一聲嘆息。

10 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強壯
可到八十歲，但其中所矜誇的不過是勞
苦愁煩；轉眼成空，我們便如飛而去。



11 誰曉得你怒氣的權勢？誰按著你該受
的敬畏曉得你的憤怒呢？

12 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

13 耶和華啊，我們要等到幾時呢？求你
轉回，為你的僕人後悔。

14 求你使我們早早飽得你的慈愛，好叫
我們一生一世歡呼喜樂。

15 求你照著你使我們受苦的日子和我們
遭難的年歲，叫我們喜樂。



16 願你的作為向你僕人顯現，願你的榮
耀向他們子孫顯明。

17 願主我們神的榮美歸於我們身上，願
你堅立我們手所做的工—我們手所做的
工，願你堅立！





SERMON

信息

8/25/13



“神所赐的喜樂”

(詩篇 90:7-17)

鄭悦臨弟兄



中國人古代對神的認識

• 遠古（夏、商）均稱神爲【上帝】，自從
周朝改爲【天】，王帝自稱【天子】。

• 北京的天壇：自明朝以來每年王帝用牛、
羊獻燔祭給【皇天上帝】：認罪、祈福。

• 中國自古被稱爲“禮義之邦”，古代對
【禮】非常重視。

• “禮義廉恥”，“禮、樂、刑、政”。
“禮”= 從心裏對神和别人的尊重。

• 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是甚麽意思？



神所赐的喜樂

1. 爲什麽神對人會有這麽大的憤怒呢？怎樣
才能使神對我們的怒氣消失呢？（6-9節）

90:7 我們因你的怒氣而消滅、因你
的忿怒而驚惶。

90:8 你將我們的罪孽擺在你面前、
將我們的隱惡擺在你面光之中。



2. 摩西爲什麽會覺得神的子民常常
活在神的震怒之下呢？他對人的生
存意義有什麽看法呢？（7，9-10節）

90:9 我們經過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
我們度盡的年歲、好像一聲歎息。
90：10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強
壯可到八十歲．但其中所矜誇的、不過是
勞苦愁煩．轉眼成空、我們便如飛而去。



3. 我們怎樣才會懂得神的怒氣和憤
恨？怎樣知道怎樣（正確地）數算
自己的年日？知道了又有什麽好處
呢？（11-12）

90:11 誰曉得你怒氣的權勢、誰按著
你該受的敬畏曉得你的忿怒呢。

90:12 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
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



4. 摩西憑什麽呼籲神回轉（直
譯repent）呢？（13節）

5. 摩西所想看到的是什麽？神可
以怎樣祝福他們？（14-15節）

90:13 耶和華阿、我們要等到幾時呢．
求你轉回、為你的僕人後悔。

90:14 求你使我們早早飽得你的慈愛、好
叫我們一生一世歡呼喜樂。
90:15 求你照著你使我們受苦的日子、和
我們遭難的年歲、叫我們喜樂。



6. 什麽是神的作爲和榮耀（尊榮）
呢？您看到了神的作爲和尊榮嗎？
怎樣才會看到呢？（16節）

90:16 願你的作為向你僕人顯現．願
你的榮耀向他們子孫顯明。



“祝福"

我們求祝福、我們求平安
一家的安舒、睡覺時得保護
我們求醫治、並事業興旺
我們求袮大能的手使痛苦減輕些
而每刻，袮聽我們訴求
（但）袮如此愛我們，不願少給
（我们）什麽！



若袮的祝福隨著雨點
若袮的醫治隨著淚
要麽千個無眠的晚上讓我們知道袮在旁
若今生的試煉是袮化（了）妝的恩典
我們求智慧、要聽袮聲音
當感不到袮接近，我們憤怒埋怨
懷疑袮的良善、懷疑袮的愛
還嫌袮話語的每一個應許都不夠
而每刻，袮聽每個懇求
渴望我們有信心倚靠袮



若袮的祝福隨著雨點
若袮的醫治隨著淚
要麽千個無眠的晚上讓我們知道袮在旁
若今生的試煉是袮化（了）妝的恩典
被朋友出賣時 黑暗快要得勝
我知道，（讓）這痛提醒我心
這世界不
不是我（們）的家
不是我（們）家



若袮的祝福隨著雨點
若袮的醫治隨著淚
要麽千個無眠的晚上讓我們知道袮在旁
要麽今生最大的失望、或是終身的痛苦
讓我曉得世界無法滿足（的）一個更大
的乾渴
若今生的試煉------暴雨、狂風、（最）
難熬之夜
（全）是袮化（了）妝的恩典



7. “願主我們神的容美（直譯
pleasantness）歸于我們身上是什
麽意思呢？（17a）

8. 摩西爲什麽覺得他手中的工作
沒有得到神的堅立呢？（17b節）

90:17a 願主我們 神的榮美、歸於我
們身上．

90:17b 願你堅立我們手所作的工．我
們手所作的工、願你堅立。





RESPONSE  HYMN

回應詩



#80 

“O God, Our Help in Ages Past” 

“千古保障”



#80 O God, Our Help in Ages Past 1/5

上主是我昔日幫助, 是我將來盼望

每遇風波是避難處, 是我安宅保障

O God, our help in ages past, 

Our hope for years to come,

Our shelter from the stormy blast,

And our eternal home!



#80 O God, Our Help in Ages Past 2/5

在主寶座蔭庇之下, 聖徒常得安住

我主膀臂能力極大, 時常將我保護

Under the shadow of Thy throne 

Still may we dwell secure;

Sufficient is Thine arm alone,

And our defense is sure.



#80 O God, Our Help in Ages Past 3/5

太初之時天地未闢, 山川尚未安定

無始以來神是無比, 直到永世無盡

Before the hills in order stood, 

Or earth received her frame,

From everlasting Thou are God,

To endless years the same.



#80 O God, Our Help in Ages Past 4/5

似箭光陰如川不息, 世人瞬間即逝

猶如曉夢醒時難覓, 不復為人所識

A thousand ages in Thy sight 

Are like an evening gone;

Short as the watch that ends the night,

Before the rising sun.



#80 O God, Our Help in Ages Past 5/5

恩主是我昔日幫助, 是我將來盼望

我若遇難求主保護, 作我安宅保障

O God, our help in ages past,

Our hope for years to come,

Be Thou our guide while life shall last,

And our eternal ho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