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耶和华 以勒



面对供应短缺的挣扎

当你得

付账单

当你欠

债累累

当你可能

失去工作

当你要结婚

但却不够钱

当你渐渐老去

而你的储蓄很快的在递减

当家庭成员生病了，医药费越滚越大

沦为不诚信并且

私下圆单 – 缺乏信任

当你被

辞了

一个家庭主妇完全依赖丈夫

而丈夫却以钱来掌控她



我必不至缺乏 – 耶和华以勒 -

供应

为什么？



1. 耶稣要我们去完成祂所预定

给我们的 善工
以弗所书 2:10 我们是祂所造之物，在基
督耶稣里创造的，为要使我们行善，就是
神早已预备好要我们做的。

善工是让我们可以：
A. 在生命中 增值 且 倍增值
B. 为基督 影响 并 碰撞 生命

是透过我们的 :
• 首要 呼召
• 使命 呼召



哥林多后书9:8 上帝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加给你们，

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做各样善事。

1. 耶稣要我们去完成祂所预定给我们的 善工



罗马书 5:17下 …那些 受洪恩 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

耶稣基督一人在他们 生命中掌权 吗？

2.  主耶稣要我们在生命里与祂一同 掌权

我们只能给出
我们有的。

一般是足够的。



供应的原则

我必不至缺乏 – 耶和华以勒

如何? 



四个有关供应的原则
A. 知道，明白并 相信 神是你的 终极供应者.

B. 先 寻求上帝、祂的国和祂的义.

C. 不要 贪爱世界。与神建立更深的关系。

D. 按特别的 需要，寻求特别的 恩典



四个有关供应的原则
A. 知道，明白并 相信 神是你的 终极供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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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记上17:12-15
12 她说：“我指着永生的耶
和华－你的上帝起誓，我没有
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
有一点油。看哪，我去找两根
柴，带回家为我和我儿子做饼。
我们吃了，就等死吧！”

A. 知道，明白并 相信 神是你的 终极供应者. 



列王记上17:12-15
13 以利亚对她说：“不要怕！
你去照你所说的做吧！只要先
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
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

A. 知道，明白并 相信 神是你的 终极供应者. 



列王记上17:12-15
14 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
此说：‘坛内的面必不用尽，瓶
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
雨降在地上的日子。’” 15 妇人
就照以利亚的话去做。她和以利
亚，以及她家中的人，吃了许多
日子

A. 知道，明白并 相信 神是你的 终极供应者. 



申命记 8:18 你要 记得耶和华─
你的上帝，因为得财富的能力
是祂给你的，为要坚守祂向你
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

A. 知道，明白并 相信 神是你的 终极供应者. 



历代志上 29:12, 14下, 16

12 丰富尊荣都从祢而来。。。

14 … 因为万物都从祢而来，我们把从祢的手得来的献给祢。

16 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啊，我们预备这许多材料，
要为祢的圣名建造殿宇，
都是从祢的手而来，都是属祢的.

耶稣提钱比提祷告或信心还有来得多。

A. 知道，明白并 相信 神是你的 终极供应者. 



四个有关供应的原则
A. 知道，明白并 相信 神是你的 终极供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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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 6:25 “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你
们的生命忧虑 吃什么喝什么，或为你们的
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
体不胜于衣裳吗？ 31 所以，不要忧虑，说：
‘我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32 这
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要这一切东西，
你们的天父都知道。33 你们要先求上帝的
国和祂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34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
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B. 先 寻求上帝、祂的国和祂的义.



这关系到：

(A) 祂的 掌权 ，以及

(B) 祂在我们生命中的 管理

(1) 一切关乎我们生命里的事，都让 耶稣做王

B. 先 寻求上帝、祂的国和祂的义.



(2) 祂的国度是以 义 来执行的

(A) 对的 身份 [不再被定罪]

(B) 在神里对的 信心 [神的话与圣灵]

(C) 对的 生活 [顺服]

B. 先 寻求上帝、祂的国和祂的义.



罗马书 5:1-2

1 所以，我们既 因信称义，就藉着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以 与上帝和好
（对的身份）。 2 我们又藉着祂，
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立的这恩典
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

(2) 祂的国度是以 义 来执行的



耶利米书 9:24 夸口的却要夸自己有聪明，
认识 我是耶和华，知道我喜悦在世上 施行
慈爱、公平和公义。这是耶和华说的。

上帝不可以是有慈爱 (愿意给予和祝福) 却又不公平也不公义
希伯来书 6:10

(2) 祂的国度是以 义 来执行的

因为上帝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的工作和你们为祂的名所显的爱心，就是你们过去和现在伺候圣徒的爱心



四个有关供应的原则
A. 知道，明白并 相信 神是你的 终极供应者.

B. 先 寻求上帝、祂的国和祂的义.

C. 不要 贪爱世界。要与神建立更深的关系。

D. 按特别的 需要，寻求特别的 恩典



爱父
的心

爱世界
的心

约翰一书2:15-16
15 不要爱世界 和世界上的东西，

若有人爱世界，爱父的心 就不在
他里面了。 16 因为凡世界上的东
西，好比 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
欲 和 今生的骄傲，都 不是从父来
的，而是 从世界来的.

C. 不要 贪爱世界。要与神建立深入的关系。

（1） 扎根在 天父的爱 里，来胜过爱世界



以赛亚书 30:1-3
1耶和华说：“祸哉！这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
出于我，结盟，却不出于我的灵，以致罪上加罪。2他
们没有寻求我的指示，就起身下埃及去，要倚靠法老的
庇护坚固自己，并投在埃及的荫下。3 但法老的庇护反
成为你们的羞辱；你们
投在埃及荫下，反使你们惭愧。

(2A) 对 世上的事 不要抓得太紧
(2B) 对 神的话 以及 你跟圣灵的关系，要抓得很紧



以赛亚书 31:1 祸哉！那些下埃及求帮助的，他
们仰赖马匹，倚靠甚多的战车，并倚靠强壮的骑
兵，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

(2A) 对 世上的事 不要抓得太紧
(2B) 对 神的话 以及 你跟圣灵的关系，要抓得很紧



约翰 16:33 我对你们说了这些事，

是要使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
要有勇气，我已经胜过世界。

(2A) 对 世上的事 不要抓得太紧
(2B) 对 神的话 以及 你跟圣灵的关系，要抓得很紧



出埃及记 8:22 … 没有成群的苍蝇 … 23 …区隔
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 …

出埃及记 9:4 耶和华却要 分别 以色列的牲畜和埃
及的牲畜，凡属以色列人的，一只都不死。

出埃及记 11:7 … 耶和华 区别 埃及和以色列。



以弗所书 4:27 不可给魔鬼
留地步（敞开的门户）。

约翰一书5:18 … 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
从神生的那一位，必保守他，那邪恶者无法加害于他。

(3) 不要 给恶者留 地步-立足点.



彼得前书5:8 务要谨慎，要
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
如同咆哮的狮子，走来走去，
寻找可吞吃的人.

(3) 不要 给恶者留 地步-立足点.

偷窃、杀害、毁坏



四个有关供应的原则
A. 知道，明白并 相信 神是你的 终极供应者.

B. 先 寻求上帝、祂的国和祂的义.

C. 不要 贪爱世界。与神建立更深的关系。

D. 按特别的 需要，寻求特别的 恩典



希伯来书 4:16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
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悯，

蒙恩惠，作及时的帮助。

D. 按特别的 需要，寻求特别的 恩典



路加 11:11-13 11 你们中间作父亲的，谁

有儿子 求 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12 

求 鸡蛋，反给他蝎子呢？13 你们虽然不
好，尚且知道拿 好东西 给儿女，何况天父，

他岂不更要把 圣灵 赐给 求 祂的人吗？“

上帝提供给我们基本的需要因为
祂是我们的父神



到哪里去找恩典【特别的供应】？

在 神的话语 中找 恩典

（1）在神的 应许 里。

（2）在圣经的 法则 和 原则 里

D. 按特别的 需要，寻求特别的 恩典



马拉基书 3:8-11
8 人岂可抢夺神呢？你们竟抢夺我！
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抢夺你
呢？’其实就是在你们 当纳的十分之
一奉献和当献的供物上。9 因你们全
国上下都 抢夺我的供物，诅咒就临到
你们身上。

认识圣经里的应许与原则
例1 - 有关 十一奉献



认识圣经里的应许与原则
例1 - 有关 十一奉献

马拉基书 3:8-11
10 你们要 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
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
是否为你们 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与
你们，甚至无处可容。这是万军之耶
和华说的



马拉基书 3:8-11
11 我必为你们 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
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果
实未熟以先也不会掉落。这是万军之
耶和华说的。

十分之一说的不是 $
而是我们的 信心！

是给上帝的初熟的果子。

认识圣经里的应许与原则
例1 - 有关 十一奉献



雅各书 2:13 因为 对那不怜悯人的，他们要受
没有怜悯的审判；怜悯胜过审判。

孤儿 – 寡妇 – 客工
比较弱势 – 较少特权 – 缺乏优势

认识圣经里的应许与原则
例2 - 有关行使 恩惠



箴言 11:25 慷慨待人，必然丰裕；滋润人的，
连自己也得滋润

罗马书 8:32

雅各书 1:17

ABC-XYZ

没有爱，你还是可以捐献，但你不能有爱而不给予！

认识圣经里的应许与原则
例3 - 有关实行 慷慨



箴言 19:17 怜悯贫寒人的，就是借给耶和华，
他的报偿，耶和华必归还他。

学习奖; 宣教队基金 - S&K 

认识圣经里的应许与原则
例4 - 有关施舍给 穷人



上帝回应的是我们的 信心，
而不是按我们的需要。

希伯来书 11:6 没有信，就不能讨神的喜悦，因为到神
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有神，并且信祂会赏赐 寻求祂的人.

不在于 你多用力来祷告，
是在于你 多用心 来祷告！

雅各书 5:17

认识圣经里的应许与原则
例5 - 有关信心的法则 （雅各书2：14-16）

以利亞與我們是同樣性情的人，他懇切地祈求不要下雨，地上就三年六個月沒有下雨。



哥林多后书9:10 那 赐种子给撒种的，赐粮食给人吃的，
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

传道书 11:6
6 早晨要 撒种，晚上也 不要歇手（勤快），因为你
不知道哪一样发旺；前者或后者，或两者都一样好。

认识圣经里的应许与原则
例6 - 有关粮食和种子



路加 16:10上 人在 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

认识圣经里的应许与原则
例6 - 有关粮食和种子

如果你在几千块钱的事上不忠，
应该不会把几万块钱的事交给你。

管家 – 钱囊 - 收入来源 –花费



• 成功神学的焦点全都注重在 物质，金钱，把上帝
当成是 魔幻机器。

• 神国度福音 绝不是成功神学
• H/e, 神国度福音 会相应的祝福信徒(信心, 法则...)
• 丢掉浴缸里 污浊的水，留住 浴缸里的 宝宝。
• 吃掉 肉，丢掉 骨头.

• 我们不可能购买或偿还 上帝的祝福
• 这一切都是关乎 慈爱与恩典

农夫 - 米田 - 灌溉水 - 邻居 -水坝 -沼泽
CSL-Hols-Sow; Pres of WV-Losses-Mkts-Down-W-Pray-Sow

认识圣经里的应许与原则
例6 - 有关粮食和种子



通往神供应的钥匙是

降服与信靠

总结



• 寡妇献上她最后的一餐，然后吃上很久。

• 大卫用银子买了禾场和牛，作为献祭献上给神，
祈求恩惠。

• 小孩献上他的五饼二鱼给主，主用来喂饱了5千人。

• 门徒献上他的7个饼和几条小鱼，主喂饱了4千人。

总结 [信心的行动] 结合了 献上 和 祷告



1. 认识到什么是 粮食 和 种子。播种：是献上给主

2. 收获 [恩典来面对特别的需要] 就在种子里。

3.  以祷告来浇灌那些种子，叩求你需要的恩典 （希伯来书4：6）

4. 很刻意的跨出信心的一步（希伯来书11：6）

5. 持续地浸泡在期盼的祷告中。

总结 [信心的行动] 结合了 献上 和 祷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