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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需要与祂丰富的供应 
 
 
 
 
 
 
 
 
 
 
 
 
 
 
 
 
 
 
 
 
 
 
 
 
 
 
 
 
 

本期要目:  

第一页: 我们的需要与祂丰富的供应 
第二页: 人生的抉择 
第三页: 人生的抉择（续） 
       经历神话语（见证）

生命园地

人的智慧与哲学永远找不到神，祂是

藉着我们的缺乏而使我们认识祂。只有紧

急的需要才能找到神。 罪人的心，甚至连

圣徒的心也是一样；只有如此，才能进入

正常的光景，我怀疑，除了这一个途径之

外，是否还有别的方法。除非我们在任何

事物上有实际的学习，我怀疑人还有什么

别的方法能找到神。 

我们总不应该灰心丧志，因为我们所

依靠的主，永不失败，也永不能失败。正

如在提摩太后书那里，当四面都是败落的

时候，保罗要他亲爱的儿子有刚强的信心。

这是 好运用信心的机会，因为当时遭遇

着大需要；但主总是替人解决需要的。 

在十字架，我已了解神是如何对待我

们这个罪人；现在我是圣徒了，还要学习

知道神如何解决我所有的缺乏，就是先要

感觉我的需要，然后把需要带到主前。 只

觉得饥饿还不够，我必须真的好像饥饿

到将死的地步，才明白主的心对我们是

怎样。当那个浪子饿的时候，他去吃豆

荚；饥饿到将要死的时候，他就转回父

家，从此才认识父亲心里的大爱。 

只要我们能够明白一点，饱饮于神

的爱河，是何等的安慰与喜乐！我们就

必会感觉，现在的一切环境是不足介意

了。 

在旷野中，无论何时真的有缺乏，

若疑惑神到底肯不肯帮助我们的话，那

就是罪。所谓试探神，就是疑惑神是否

施恩，是否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 

 

— 达秘 —  

    转载自《基督是我们的满足》

香港教会书室出版

“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来四-16） 
 
诗：仍朝迦南向前行，缺乏.苦难带进恩， 
 天上供应永不吝，丰满活泉在于神。 



 - 2 -

 
 

              人生的抉择  
鉴于 近世局急剧变化，对在职青年圣徒造成很大的冲击。教会特别在十一月七日

举办了一次「职青专题讲座」，由朱永毅弟兄分享信息，主题是「人生的抉择」，要

从圣经的原则中，来看这一代青年在现今的世局中该如何择业与择配。  
 

人生的四季  

 二○○八年全球爆发金融海啸，叫人束手无策，也暴露了世人投机的赌徒心态，结果上至国家、企业，下至家

庭、个人均深受影响。然而，在这客观的环境中，我们仍可对神有主观的认识与经历，因神是活人的神，是这一

代的神。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也是我们的神，他要我们经历他今天活的作为，并认识他永远的旨意。  
 
 假若人生分为四季，并以廿五年为一季，那么春季是「预备」，人接受教育主要在此阶段，满有盼望，仿如大地

回春；夏季是「进入」，经过预备阶段，进入人生的高峰，欣欣向荣；秋季是「继续」，同时又有时不我予的感觉，

慨叹光阴似箭。 后是冬季：此阶段可能有凄凉、无奈、无望、束手无策、无所适从之感，但若是青年时代在「择

业」和「择配」这两件人生大事上选择得好，在神的恩典和怜悯里，他们的冬季便是「无憾」了。否则，人生

后一季便会如世人般的「四无」─无奈、无望、无策(束手无策)和无从(无所适从)。  
 

择业的原则  

 人堕落以后的结果，便是「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创三 19)，这是指着我们今天工作的情形，所有在职人士都会

感到工作压力，这是无法避免的。我们若认识这圣经中普遍性的原则，便会顺服在神的主宰权柄之下。在职场上

我们要认识人的天赋是神所赐的，是有不同程度之分，所以不应与人比较，也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我们要

认识自己，也要知道超越神所赐的天赋是很困难的。另一方面，天赋只占成果的小部分，后天的勤劳与努力占绝

大部分，就如智商高的人不一定有成就，反而努力的人有更多成就，所以千万不要自暴自弃。  
 
 「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路十二 48)这是不变的定律，很多青年人择业时要求职位高、

薪酬多，却不晓得责任和压力也随之而加多。在择业上，我们要学习「安而不贪」，认识神的主宰和人该有的回应。

安而不贪不仅是在钱财上，而是凡事上操练敬虔和知足。因着经济衰退的来临，许多人担心找不到工作，我们若

相信和接受神所量给的环境，内心便能安然，因为神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  
 

工作的态度  

 在职场上，我们要省察自己的动机。有人说：「 值得去的地方，都是没有捷径的；有捷径的地方，都是不值得

去的。」因为世上没有不劳而获的「免费午餐」。在西方社会，走快捷方式的心态很普遍；金融海啸的起因，就是

由于很多人想走捷径、赚快钱，渴望提早退休享受生活，于是孤注一掷、

透支未来，结果酿成大祸。其实真正的福气，不在于得到巨大的财富，乃

在于人能善用天赋，配上操练和努力来爱神爱人，来经历「施比受更为有

福」(徒二十 35)。「福」就是喜乐，当我们心安，才有满足；有了满足，

才有喜乐，这就是快乐的秘诀！  
 
 青年人应从小就培养良好的工作伦理、待人接物的态度、精神和操守

(Work Ethics)，包括：做事认真、负责、殷勤、有效率、有始有终、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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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不找借口、实事求是等等，这对将来所有人生的抉择都有帮助。青年人具备这些素质，不论经济如何衰退、

社会如何变迁，在工作上都能活出圣洁国民的生活。  

择配的原则  

 择业是在人堕落之后才有的，所以带来压力；择配却刚好相反，是在人堕落之前就有的。「耶和华神说：那人独

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创二 18)择配是神所定规的，所以人感到孤单，不要有被定罪的感觉，

重要的是要与神起初的心意相符。今天撒但千方百计要搅扰人的择配，破坏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在择配上也需

要经历神的救恩。神造人有灵、魂、体三部分，所以在择配上也必须对这三方面都有考虑。 
 
 第一方面是灵的配合，要同有属灵生命。信仰相同是同往人生目标的基本起步，信与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能同

负一轭(林后六 14)。各有各的方向就不能向着同一个方向走，所以不可与不信的人结婚。  
 
 第二方面是魂的配合，必须同心合意。我们若有同心合意的伴侣，人生就不会感到孤单。「同心合意」就是「齐

心」，也就是「同魂」(腓一 27)；「一样的心思」，就是「魂里联结」(腓二 2)；「同心」，就是「同魂」(腓二 20)。
择配就是找一个可以与你谈心的人，配偶若是与你同轭却不「同魂」，情况就很苦。因此，择配就是选一个「魂的

伴侣」(Soulmate)，这是神所定规的。婚姻是一个 始，叫二人一同经历魂的救恩，并且一天过一天，二人更相爱，

魂更合一。魂的得救是一生之久，并且在婚姻上 有机会经历的。  
 

 第三方面是体的配合，但要运用更新的心思。因着婚姻是爱的关系，也是人生 亲密的关系，

所以体的吸引也有其重要性。然而，基督徒在择配上不要效法世界的样式，尤其不要像世人般

用「一见钟情」的方式，乃要运用更新而变化的心思来选择(罗十二 2)。  
 这一代的青年人大多数是接受过高等教育，毕业、择业的时间较晚，往往把择配这件事推迟

了，也害怕选择错误。工作选错了可以转换，配偶却不能换。择配时，弟兄们在寻求明白神的

旨意后，该主动运用意志来行动；姊妹们也需考虑到神的主宰及「时间窗户」，以免错过机会。

青年人在择配上过分活跃或冷淡都不适宜，他们必须运用更新的心思、受调整的情感和坚定的

意志。婚姻是神的旨意，我们若在择配上与神配合，这样不单个人蒙福，教会也会蒙福。   
                            ------转载自“香港教会家讯” 

 

 
經歷神話語 

 

 我是一名在職人士，在過往的職業生涯，神一直看顧保守，讓我在工作上多多經歷他話語的寶貴。十年前，神

帶領我離開原有的工作崗位，開始一份新的工作。起初我不願意轉職，因為原職不但薪酬高，並且老闆對我十分

友善。然而，我清楚知道轉職是神的旨意，並且神對我說：「你這小信的人哪，為甚麼疑惑呢？」(太十四 31)因
著神的話，我便進入政府部門工作。  
 由於我是合約員工，所以不能享受公務員的各種福利，並且每年的薪酬和假期都是一樣，不會隨著年資而增加。

這樣一年復一年，我仍然原地踏步，反觀同屆畢業的同學，在事業上已有不錯的成就。為此我感到灰心失望，覺

得自己沒有進步。每當心灰意冷時，神就叫我想起當初他對我說過的話：「你這小信的人哪，為甚麼疑惑呢？」因

著神話語的提醒，我便繼續學習信心和忍耐的功課。  
 去年暑期，神讓我有轉職的機會。我面試了一份新工作，之後便要學習忍耐等候的功課。在等候的過程中，神

又對我說話：「信靠的人必不著急。」(賽廿八 16)我因此沒有著急，深信神必為我作 好的安排。感謝神， 終讓

我在七月份順利轉職。  
 回顧過往十年，神一直施恩眷顧，雖然薪酬沒有加增，我卻一無所缺，正如經上說：「多收的也沒有餘；少收的

也沒有缺。」(林後八 15)踏入新的一年，我不知前面有何挑戰，但知道神必定帶領我、陶造我，叫我在新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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崗位上，繼續學習信心的功課。(棻)  

------转载自“香港教会家讯” 

Garden of Life 
North America Christian Centre 
http://www.naccvan.com                              8850 Selkirk Street Vancouver B.C. Canada V6P 4J8 
                                                      
 

 

 

OUR RESOURCES 

F．B．Meyer

"Be content with such things as ye have; for 
He hath said, I will never leave thee, nor 
forsake thee."-- Heb 13:5. 

SUCH THINGS as ye have-plus! The 
Greek literally means that there is within us 
an undeveloped power only awaiting the call, 
and there will be enough. I may be speaking 
to people who wish that they had more 
money, or more brains, or more influence. 
They dream of the lives they would live, of 
the deeds they would do, if only they were 
better circumstanced. But God says No! You 
have present within the narrow confines of 
your own reach the qualities that the world is 
wanting. Use them, and be content with the 
things that you have. You have never 
explored the resources of your own soul.

"Such things as ye have"--Moses had only 
a rod, but a rod with God can open the Red 
Sea. David had only five pebbles, but these 
with God brought down Goliath. The woman 
had only a little pot of oil, but that pot of oil 
with God paid all her debts. The poor widow 
was scraping the bottom of the barrel, but 
with God the handful of meal kept her child, 
herself, and the prophet until the rain came. 

The boy had only five tiny loaves and two small 
fish, but with Jesus they were enough for five 
thousand men, beside women and children. 
Estimate what you have got, and then count God 
into the bargain! He never lets go your hand. He 
will never leave nor forsake those that trust in 
Him! 

Therefore be content! The most glorious deeds 
that have blessed and enriched the world have 
not been done by wealthy men. Our Lord had 
none of this world's goods; the apostles had 
neither silver nor gold; Carey was only a poor 
cobbler; Bunyan a travelling tinker; Wesley left 
two silver spoons. It is not money, but human love 
and God that is needed. Therefore do not be 
covetous; do not hoard, but give! Be strong and 
content. With good courage say: "The Lord is my 
Helper; I will not fear"--for life or death, for sorrow 
or joy! 

PRAYER 

The soul that to Jesus has fled for repose, 
He cannot, He will not, desert to its foes. 
That soul, though all hell should endeavour to take, 
He'll never, no never, no never forsake!   AMEN.   
  
--Quoted from "Our Daily Walk", used by per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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