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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詩篇雖然已經經過了三千四百年，

可是對我們已經進入到二十一世紀的人，

還是非常的有現代感 ─

把我們內心的呼喊、懇求，都講了出來。

01-06 人生的短暫

07-11 人生裡的悲苦

12-17 人生的盼望

詩篇第九十篇 ─ 神人摩西的禱告

人生的禱告人生的禱告

這篇詩篇真是我們人生的一個寫照。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人生的短暫‧人生裡的悲苦 ‧人生的盼望

1 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們的居所。

2 諸山未曾生出，地與世界你未曾造成，

從亙古到永遠，你是神。

3 你使人歸於塵土，說：你們世人要歸回。

4 在你看來，千年如已過的昨日，

又如夜間的一更。

5 你叫他們如水沖去；他們如睡一覺。

早晨，他們如生長的草，

6 早晨發芽生長，晚上割下枯乾。

許多人一生隨波逐流，沒有方向，沒有自己的定見；

很少人肯做遺世獨立、濁世清流的人、作中流砥柱；

有些人就慨歎說：「我們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5 你叫他們如水沖去

1. 人生好像洪流

‧人生的短暫‧人生裡的悲苦 ‧人生的盼望

「教會是不是應當追求世界主流價值？免得被世界淘汰掉？」

看到聖經的教訓、基督教會的歷史，

基督的教會從不追隨世界的主流價值

反而是帶領世界的主流價值，

用聖經的真理來引導人的心歸向真神



世界的主流價值，十年河東、十年河西，不斷在改變

以前追求的，現在都已經過時了

鼓吹應當追求的人，

現在早就被世界主流給淘汰掉

1. 人生好像洪流

‧人生的短暫‧人生裡的悲苦 ‧人生的盼望

信上帝 ─ 就是追求千古不變的真理，

耶穌基督的真理
十字架的信仰

才是我們永恆不變要追求的。

5 他們如睡一覺2. 人生如夢

童話故事「李伯大夢」

紅樓夢「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莊周夢蝶，是莊周夢到蝴蝶？還是蝴蝶夢到莊周蝴蝶夢到莊周？

馬丁路德金恩博士

1950 年代美國民權運動領袖。

為了這個理想，

犧牲了他的性命；

讓許許多多的人，

美夢成真。

‧人生的短暫‧人生裡的悲苦 ‧人生的盼望

2. 人生如夢

許多夢想，到頭來仍然只是一個夢

‧人生的短暫‧人生裡的悲苦 ‧人生的盼望

馬丁路德金恩博士的「夢」

並不是一個「夢想」，

原本是出於聖經的

每一個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

都得著上帝給我們從天父來的權利，

可以追求自由、平等、幸福的權利。

3. 人生如草

5-6 他們如生長的草，早晨發芽生長，晚上割下枯乾。

‧人生的短暫‧人生裡的悲苦 ‧人生的盼望

時代雜誌票選二十世紀的風雲人物 ─

愛因斯坦，是科學家、猶太人、生在德國，

發現相對論、提出真理的追尋，人道主義者。

列出每一個世紀的風雲人物：

英國的征服者威廉，中國蒙古的成吉思汗，

發明活字印刷術的古騰堡，樂聖貝多芬，

大藝術家達文西，法國的一代梟雄拿破崙...等等；

在那個時代叱吒風雲的人物，今天這些人都過去了。



3. 人生如草

‧人生的短暫‧人生裡的悲苦 ‧人生的盼望

為什麼時代雜誌它不票選一個

過去一千年、或是兩千年的風雲人物呢 ？

影響過去人類歷史最偉大的風雲人物，就是耶穌基督。

今天世界的人類，更加需要耶穌的福音。

4. 人生如塵土

‧人生的短暫‧人生裡的悲苦 ‧人生的盼望

就像平凡的你跟我，不敢奢談…
只求衣食無慮、家庭幸福、生活踏實、行走尊嚴；

出於塵土，也會歸於塵土，這就是我們平凡的生活。

難道這就是我的人生？

尤其把自己跟永恆的上帝來比較，

更覺得人生是何等的孤獨、渺小、短暫、易逝。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

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3 你使人歸於塵土，說：你們世人要歸回。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人生的短暫‧人生裡的悲苦‧人生的盼望

07 我們因你的怒氣而消滅，因你的忿怒而驚惶。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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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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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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忿怒呢？

‧人生的短暫‧人生裡的悲苦‧人生的盼望

摩西，聖經記載 ─

他學盡埃及一切的學問

享受過埃及王宮的榮華富貴

經歷過宮廷裡的權力鬥爭

有過救民救國的偉大的功業

摩西活到一百二十歲，深深知道，

與人類的歷史比起來，他的人生也是很短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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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的短暫‧人生裡的悲苦‧人生的盼望

人生不只是短暫，而且往往是活在上帝的震怒之下。

1. 當時的埃及人，活在上帝的震怒之下

以色列人因為飢荒移民到埃及，

埃及人竟然把以色列人當作奴隸，

不但剝削他們的勞力，

甚至要滅絕他們種族的性命。

07 我們因你的怒氣而消滅，因你的忿怒而驚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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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的短暫‧人生裡的悲苦‧人生的盼望

人生不只是短暫，而且往往是活在上帝的震怒之下。

2. 以色列人，活在上帝的震怒之下

摩西四十歲的時候，出來見他的同胞，

看見有一個埃及人在欺負一個以色列人，

摩西大發義怒，把這個埃及人打死了。

可是第二天摩西再出來，…
這些以色列可憐之人，也有可惡之處

以色列人被上帝從埃及拯救出來之後，

到了曠野，還多次得罪上帝；上帝在憤怒中講到：

「我要在憤怒裡面，把這些以色列百姓都給滅掉。」

‧人生的短暫‧人生裡的悲苦‧人生的盼望

人生不只是短暫，而且往往是活在上帝的震怒之下。

3. 最親密的同工，活在上帝的震怒之下

摩西的哥哥亞倫

是上帝的大祭司，曾經造金牛犢，

讓以色列百姓被上帝險些滅掉，

如不是摩西禱告代求，

連亞倫自己也會被上帝滅掉

米利暗是摩西的姊姊

曾經毀謗過摩西，

被上帝刑罰，長了大痲瘋

‧人生的短暫‧人生裡的悲苦‧人生的盼望

人生不只是短暫，而且往往是活在上帝的震怒之下。

4. 摩西自己，活在上帝的震怒之下

四十歲的時候打死了一個埃及人，

法老要追殺他，摩西就逃到米甸的曠野去

八十歲，上帝呼召他帶領以色列百姓出埃及，

摩西不肯答應上帝的呼召，惹上帝發怒

人活在上帝的震怒之下，真是何等的悲苦、何等的可憐

一百二十歲，眼看要進入應許之地，

沒有遵從上帝的吩咐，用杖擊打磐石，

沒有在以色列百姓面前尊崇神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人生的短暫 ‧人生裡的悲苦‧人生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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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的短暫 ‧人生裡的悲苦‧人生的盼望

摩西人生裡的數算

才出生，

埃及的法老要滅掉他的性命；

後來被母親放在蒲草箱裡面，

讓尼羅河的河水把他帶走 。

在曠野裡被上帝呼召，帶領以色列百姓出埃及。

到了西乃山，得到上帝給他的啟示 ─

要為上帝來建造會幕。

摩西在上帝的裡面，找到永恆的歸宿。

1 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們的居所。

‧人生的短暫 ‧人生裡的悲苦‧人生的盼望

摩西的禱告 ─ 對上帝充滿了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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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西為罪人來禱告、來代求：

為以色列百姓來懇求，

求上帝赦免以色列的罪、

不要滅掉他們的性命、

回到他們的中間

為亞倫代求

我們也可以有這樣的盼望 ─ 求神赦免我們眾人的罪惡。

‧人生的短暫 ‧人生裡的悲苦‧人生的盼望

13 耶和華啊，求你轉回，為你的僕人後悔。

以馬內利的真理，

什麼事可以增進上帝與我們同在，

就盡一切的力量來得著它

什麼事會攔阻上帝與我們同在，

就盡一切的力量來除掉它

好讓上帝樂意在我們中間與我們同在。

摩西的禱告 ─ 對上帝充滿了盼望

為選民求上帝與他們同在，是他們 ─

蒙福的秘訣、 與萬民有別最大的原因、 得救的真正目的



‧人生的短暫 ‧人生裡的悲苦‧人生的盼望

祝福祝福 BLESSBLESS
Body

Labor

Emotion

Social

Sprit

為後代的子子孫孫蒙福來禱告

為兒女來求長遠的祝福

我們的身體

學業、事業

情緒、情感

人際關係

屬靈、靈性的成長

16 願你的榮耀向他們子孫顯明。

摩西的禱告 ─ 對上帝充滿了盼望

‧人生的短暫 ‧人生裡的悲苦‧人生的盼望

摩西的禱告 ─ 對上帝充滿了盼望

求上帝堅定我們手所做的工 ─

一般所做的事情

在教會裡

所做的各樣屬靈的事工

都求神來賜福、來堅定。

17 願主我們神的榮美、歸於我們身上。

願你堅立我們手所作的工；

我們手所作的工、願你堅立。

人生很短暫，

好像洪流、一場夢、草、塵土；

這是因為我們的人生裡面有許多的悲苦，

我們都是活在上帝的震怒之下。

詩篇第九十篇 ─ 神人摩西的禱告

人生的禱告人生的禱告

求上帝賜給我們有一個智慧的心，

來數算我們人生的日子，

這樣就可以在上帝面前，

得著永遠屬靈的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