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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蒙福
信心日增

祝您

學習信心的功課



你們這小信的人哪！

小信——風浪中的膽怯

憂慮

人人擁有，終生擁有，最易得到，最難丟掉。

小信——風浪中的疑惑

小信——平順中的糊塗

小信——生活中的憂慮

要堅信神的全權全能

要抓住神的信實應許

要扎根神的智慧真道



路加福音 12:22-34

22  耶穌又對門徒說：「所以我告訴你們，不要為
生命憂慮吃什麼，為身體憂慮穿什麼；23  因為生
命勝於飲食，身體勝於衣裳。24  你想烏鴉，也不
種也不收，又沒有倉又沒有庫，神尚且養活他。
你們比飛鳥是何等的貴重呢！25  你們那一個能用
思慮使壽數多加一刻呢（或作：使身量多加一肘
呢）？26  這最小的事，你們尚且不能做，為什麼
還憂慮其餘的事呢？27  你想百合花怎麼長起來；
他也不勞苦，也不紡線。然而我告訴你們，就是
所羅門極榮華的時候，他所穿戴的，還不如這花
一朵呢！



28 你們這小信的人哪，野地裡的草今天還在，
明天就丟在爐裡，神還給他這樣的妝飾，何況你
們呢！29  你們不要求吃什麼，喝什麼，也不要
掛心；30  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們必須用這
些東西，你們的父是知道的。31  你們只要求他
的國，這些東西就必加給你們了。32  你們這小
群,不要懼怕，因為你們的父樂意把國賜給你們。
33  你們要變賣所有的賙濟人，為自己預備永不
壞的錢囊,用不盡的財寶在天上，就是賊不能近、
蟲不能蛀的地方。34  因為，你們的財寶在那裡,

你們的心也在那裡。」



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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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6,15

Wallenda



沒有憂慮



小信—生活中的憂慮
(路12:22-34)

一、人兩種基本的憂慮

二、憂慮是小信的表現

三、小信是人心的問題

四、心和財寶要在天上



一、人兩種基本的憂慮

小信—生活中的憂慮 (路12:22-34)

為生命憂慮吃什麼

為身體憂慮穿什麼

12:22  耶穌又對門徒說：所以我告訴你們，
不要為生命憂慮吃什麼，為身體憂慮穿什麼；

12:23  因為生命勝於飲食，身體勝於衣裳。



12:15  於是對眾人說：「你們要謹慎自守，免去一切的
貪心，因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豐富。」

12:16  就用比喻對他們說：「有一個財主田產豐盛；
12:17  自己心裡思想說：『我的出產沒有地方收藏，

怎麼辦呢？』
12:18  又說：『我要這麼辦：要把我的倉房拆了，

另蓋更大的，在那裡好收藏我一切的糧食和財物，
12:19  然後要對我的靈魂說:靈魂哪，你有許多財物積存, 

可作多年的費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樂吧!』
12:20  神卻對他說：『無知的人哪，今夜必要你的靈魂,

你所預備的要歸誰呢？』
12:21  凡為自己積財,在神面前卻不富足的，也是這樣。」
12:22  耶穌又對門徒說：所以我告訴你們，

不要為生命憂慮吃什麼，為身體憂慮穿什麼；



12:15  於是對眾人說：「你們要謹慎自守，免去一切的
貪心，因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豐富。」

12:16  就用比喻對他們說：「有一個財主田產豐盛；
12:17  自己心裡思想說：『我的出產沒有地方收藏，

怎麼辦呢？』
12:18  又說：『我要這麼辦：要把我的倉房拆了，

我的靈魂說:靈魂哪，你有許多財物積存, 

可作多年的費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樂吧!』
12:20  神卻對他說：『無知的人哪，今夜必要你的靈魂,

你所預備的要歸誰呢？』
12:21  凡為自己積財,在神面前卻不富足的，也是這樣。」
12:22  耶穌又對門徒說：所以我告訴你們，

不要為生命憂慮吃什麼，為身體憂慮穿什麼；



一、人兩種基本的憂慮

為生命憂慮吃什麼- - - - -為生命的生存、享受而憂慮

小信—生活中的憂慮 (路12:22-34)



12:27 你想百合花怎麼長起來；他也不勞苦，也不紡線。
然而我告訴你們，就是所羅門極榮華（榮耀）的時候，
他所穿戴的，還不如這花一朵呢！



一、人兩種基本的憂慮

為生命憂慮吃什麼- - - - -為生命的生存、享受而憂慮

為身體憂慮穿什麼- - - - -為自身的價值、榮譽而憂慮

小信—生活中的憂慮 (路12:22-34)



一、人兩種基本的憂慮

二、憂慮是小信的表現

22  耶穌又對門徒說：「所以我告訴你們，不要為生命憂慮吃什麼，
為身體憂慮穿什麼；23  因為生命勝於飲食，身體勝於衣裳。24  

你想烏鴉，也不種也不收，又沒有倉又沒有庫，神尚且養活他。你
們比飛鳥是何等的貴重呢！25  你們那一個能用思慮使壽數多加一
刻呢？26  這最小的事，你們尚且不能做，為什麼還憂慮其餘的事
呢？27  你想百合花怎麼長起來；他也不勞苦，也不紡線。然而我
告訴你們，就是所羅門極榮華的時候，他所穿戴的，還不如這花一
朵呢！ 28 你們這小信的人哪，野地裡的草今天還在,明天就丟在爐
裡，神還給他這樣的妝飾，何況你們呢！

小信—生活中的憂慮 (路12:22-34)

為生命憂慮吃什麼- - - - -為生命的生存、享受而憂慮

為身體憂慮穿什麼- - - - -為自身的價值、榮譽而憂慮



一、人兩種基本的憂慮

二、憂慮是小信的表現

為身體憂慮穿什麼- - - 對價值的決定者的智慧、主權小信

為生命憂慮吃什麼- - - 對生命的創造者的能力、信實小信

小信—生活中的憂慮 (路12:22-34)

為生命憂慮吃什麼- - - - -為生命的生存、享受而憂慮

為身體憂慮穿什麼- - - - -為自身的價值、榮譽而憂慮



一、人兩種基本的憂慮

二、憂慮是小信的表現

從飛鳥花草學習一生信靠創造主的全能、全信和全智、全權

小信—生活中的憂慮 (路12:22-34)

為生命憂慮吃什麼- - - - -為生命的生存、享受而憂慮

為身體憂慮穿什麼- - - - -為自身的價值、榮譽而憂慮

為生命憂慮吃什麼- - - 對生命的創造者的能力、信實小信

為身體憂慮穿什麼- - - 對價值的決定者的智慧、主權小信



一、人兩種基本的憂慮

二、憂慮是小信的表現

三、小信是人心的問題

從飛鳥花草學習一生信靠創造主的全能、全信和全智、全權

你們不要求吃什麼, 喝什麼, 也不要掛心 ,......你們的父是知道的。

小信—生活中的憂慮 (路12:22-34)

為身體憂慮穿什麼- - - - -為自身的價值、榮譽而憂慮

為生命憂慮吃什麼- - - - -為生命的生存、享受而憂慮

為生命憂慮吃什麼- - - 對生命的創造者的能力、信實小信

為身體憂慮穿什麼- - - 對價值的決定者的智慧、主權小信

12:34  因為，你們的財寶在那裡，你們的心也在那裡。



一、人兩種基本的憂慮

二、憂慮是小信的表現

三、小信是人心的問題

四、心和財寶要在天上

從飛鳥花草學習一生信靠創造主的全能、全信和全智、全權

你們不要求吃什麼, 喝什麼, 也不要掛心 ,......你們的父是知道的。

小信—生活中的憂慮 (路12:22-34)

為生命憂慮吃什麼- - - - -為生命的生存、享受而憂慮

為身體憂慮穿什麼- - - - -為自身的價值、榮譽而憂慮

為生命憂慮吃什麼- - - 對生命的創造者的能力、信實小信

為身體憂慮穿什麼- - - 對價值的決定者的智慧、主權小信



彼前 5:7 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神，因為祂顧念你們。

路 12:31  你們只要求他的國，這些東西就必加給你們了。
12:32  你們這小群，不要懼怕，

因為你們的父樂意把國賜給你們。
12:33  你們要變賣所有的賙濟人，為自己預備永不壞的

錢囊，用不盡的財寶 在天上，就是賊不能近、
蟲不能蛀的地方。

12:34  因為，你們的財寶在那裡，你們的心也在那裡。

我最大的財富就是神

詩 73:25  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誰呢？
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沒有所愛慕的。

73:26 我的肉體和我的心腸衰殘；
但神是我心裡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遠。



天上是沒有樂透獎的，天上是沒有暴發戶的，
樂透獎和暴發戶，都是罪惡塵世丑惡的產物。

神在天上迎接和獎賞的是為神的國神的義
常年勞力的農夫，

每一天努力奔跑的運動員，
終生奮戰的士兵。

如果我有放不下的憂慮，
就說明我仍然還有地上放不下的財寶，

我的心仍然在地上。



路 12:33  你們要變賣所有的賙濟人，為自己預備
永不壞的錢囊，用不盡的財寶在天上，
就是賊不能近， 蟲不能蛀的地方。

路 14:33：你們無論什麼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
就不能作我的門徒。

林前 10:31  所以，你們或吃或喝，無論做什麼，
都要為榮耀神而行。

變賣所有的, 是天上主人要求每一個基督徒應當有的態度，
是每一個跟隨耶穌的人應當有的思想準備。
我們要又良善、又忠心。



二、憂慮是小信的表現

三、小信是人心的問題

四、心和財寶要在天上

從飛鳥花草學習一生信靠創造主的全能、全信和全智、全權

你們不要求吃什麼, 喝什麼, 也不要掛心 ,......你們的父是知道的。

12:31  你們只要求他的國，這些東西就必加給你們了。

12:34  因為，你們的財寶在那裡，你們的心也在那裡。

小信—生活中的憂慮 (路12:22-34)

一、人兩種基本的憂慮

為身體憂慮穿什麼- - - - -為自身的價值、榮譽而憂慮

為生命憂慮吃什麼- - - - -為生命的生存、享受而憂慮

為生命憂慮吃什麼- - - 對生命的創造者的能力、信實小信

為身體憂慮穿什麼- - - 對價值的決定者的智慧、主權小信

結語:先求神的國,常存神的義,天天與神行,積寶在天上,憂慮全消除。







Blondin

1859, 6, 30

Niagara river









Blondin

Colcord

1859, 8, 17
Niagara river



記住！你不再是Colcord，

你是Blondin，在我走完以前，

你是我的一部分，是我的思想，

是我的身體，是我的靈魂。

如果我搖擺，跟著我搖擺。

不要嘗試自己去做任何平衡，

否則，我們兩個人都要跌死。

——Blondin



林前 1:30  
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裡，是本乎神，
神又使祂成為我們的智慧、公義、聖潔、救贖。

先求神的國, 常存神的義, 天天與神行, 積寶在天上, 憂慮全消除。

我們在每天的生活中是基督的一部分嗎？

沒有財寶，或者很少財寶在天上的人，
不可能是一個大有信心的人，

必然是一個可憐的小信的人，一個常常憂慮的人。

當我們在天上的財寶增加時，
神就會使我們的信心在地上同步增加。



記住！你不再是Colcord，

你是Blondin，在我走完以前，

你是我的一部分，是我的思想，

是我的身體，是我的靈魂。

如果我搖擺，跟著我搖擺。

不要嘗試自己去做任何平衡，

否則，我們兩個人都要跌死。

——Blondin



我今天是基督的一部分嗎？

你們的財寶在那裡，
你們的心也在那裡。



禱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