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各樣景況中、與神同行



在各樣景況中

無論…  No matter…  

是順境、是逆境  
是高峰、是低谷 
是成功、是失敗 
是富裕、是貧窮 
是強健、是軟弱 
是健康、是疾病 
是快樂、是憂愁 

我總是愛你… I always Love you… 



在各樣景況中

我無論在甚麼景況、都可以知足、 
這是我已經學會了。  

 
我知道怎樣處卑賤、 
也知道怎樣處豐富、 

或飽足、或飢餓、或有餘、或缺乏、 
隨事隨在、我都得了祕訣。  

 
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 

  
（腓立比書：四11-13）



無論何景況、凡事都感恩知足



凡事都感恩知足

我無論在甚麼景況、都可以知足、 
這是我已經學會了。 

I have learned to be content  
whatever the circumstances. 

（腓立比書：四11, NIV） 



凡事都感恩知足

要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凡事謝恩，
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 
向你們所定的旨意。 

Rejoice always, pray continually,  
give thanks in all circumstances;  

for this is God’s will for you in Christ Jesus.. 

（帖撒羅尼迦前書：五16-18, NIV） 



凡事都感恩知足

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
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 

The Lord gave me everything I had,  
and they were his to take away.  
Blessed be the name of the Lord. 

（約伯記：一21b, TLB） 



凡事都感恩知足

我的恩典彀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 

My grace is sufficient for you,  
my power is made perfect in weakness. 

（哥林多後書：十二9a, NIV） 



凡事都感恩知足

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 
因為我們沒有帶甚麼到世上來、 

也不能帶甚麼去， 
只要有衣有食、就當知足。 

Yet true godliness with contentment  
is itself great wealth. 

（提摩太前書：六6-8, NLT）



『凡事謝恩』 

『凡事順服』 

『凡事相信』

凡事都感恩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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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神來忠心管理

我知道怎樣處卑賤、 
也知道怎樣處豐富、 

或飽足、或飢餓、或有餘、或缺乏、 
隨事隨在、我都得了祕訣。 

I know how to live on almost nothing  
or with everything.  

I have learned the secret of living in every situation,  
whether it is with a full stomach or empty,  

with plenty or little. 

（腓立比書：四12, NLT） 



為神來忠心管理

埃及遍地必來七個大豐年， 
隨後又要來七個荒年、 

甚至埃及地都忘了先前的豐收...  
所以法老當揀選一個 

有聰明有智慧的人，派他治理埃及地。 

Pharaoh should look for a wise and intelligent 
man and put him in charge of Egypt. 

（創世記：四十一29-30, 33, GW）



為神來忠心管理

不要讓財物擁有、掌控我們， 
記得、這些財物是神所擁有， 

並『託付、Entrust』 
給我們來管理、掌控的。 

【曠野微聲 2020-04-15】



為神來忠心管理

不要只在眼前事奉，像是討人喜歡的。 
要像基督的僕人， 
從心裡遵行神的旨意， 

甘心事奉，好像服事主、不像服事人。  

（以弗所書：六6-7）  



為神來忠心管理

於是他按心中的純正、牧養他們， 
用手中的巧妙、引導他們。 

He cared for them with a true heart  
and led them with skillful hands. 

（詩篇：七十八72, NLT）



為神來忠心管理

主人說、好、 
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 

Well done, my good and faithful servant. 

（馬太福音：二十五21, NLT） 



『又良善、又忠心』 

『又愛神、又愛人』 

『以神的智慧與智能、忠心管理』

為神來忠心管理



無論何景況、成為神祝福管道



成為神祝福管道

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作。 

For I can do everything through Christ,  
who gives me strength. 

（腓立比書：四13, NLT） 



成為神祝福管道

我所使你們被擄到的那城， 
你們要為那城求平安、 
為那城禱告耶和華， 

因為那城得平安、你們也隨著得平安。 

And work for the peace and prosperity of the city 
where I sent you into exile.   

Pray to the Lord for it. 

（耶利米書：二十九7, NLT）



成為神祝福管道

早晨要撒你的種、 
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 
因為你不知道那一樣發旺， 
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 

或是兩樣都好。 

Do your planting in the morning  
and in the evening, too.  

You never know whether it will all grow well  
or whether one planting  

will do better than the other. 

（傳道書：十一6, GNT）



成為神祝福管道

We are channels of God’s resources,  
not reservoirs. 

記得我們是神豐盛資源的『導管』、 
而不是『儲藏所』。 

— Dr. Warren W. Wiersbe f 
rom his book 『On Being a Servant of God』



成為神祝福管道
這世上『錢財管理』的目標， 
是『更多、更能得利』， 

但神兒女的目標是『更有意義的使用』 
神託付給我們的錢財。 

這世上『時間管理』的目標， 
是『更快、更有效率』， 

但神兒女的目標是『更有意義的使用』 
神託付給我們的時間。 

這世上『才能管理』的目標， 
是『更好、更能發揮』， 

但神兒女的目標是『更有意義的使用』 
神託付給我們的才能。 

【曠野微聲 2015-04-24】



在各樣景況中、與神同行



在各樣景況中、與神同行

凡事都感恩知足 

為神來忠心管理 

成為神祝福管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