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课 

生活所需必会得到满足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马太福音 6：11）  

 

“赐给我们。”听上去很像我们平时所做的祷告！赐

给我食物！赐给我房子！赐给我一份工作！赐给我金钱！

赐给我，赐给我，赐给我！这是某些人认为该如何祷告的

唯一祷告。事实上，他们根本就不祷告，除非他们需要什

么东西，而在祷告的时候，他们只会说“赐给我们！”  
多么令人羞愧啊！这些人认为神的全部价值在于赐给

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他们把神看成是保存着各种物品的仓

库或粮仓。他们只有需要某样东西的时候，才会来到神的

面前。  
神已经应许供应我们一切所需用的东西。他有足够的

食物供应每一个人。但是，神希望我们是因为爱他而寻求

他，而不是因为要他赐给我们东西而寻求他。  
你知道，有一样神所需要的东西，只有我们能奉献给

他。他需要我们的爱和敬拜。他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希

伯来书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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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大纲  

关于欲望的问题  
如何对待神  
外邦人所寻求的东西  
应当寻求的东西  

关于富足的问题  
信心的大小  
祝福的管道  

关于祈求的问题  
律法的动力  
爱的动机  

课文目的  

当你学完本课时，你应当能够：  
 认识到祷告和敬拜与神供应我们的需要之间的关系。 
 阐释“与他人分享的恩赐”。  
 认识到“与他人分享的恩赐”在事奉中可能带来的责

任和益处。  
 比较人们奉献的各种动机，并省察你自己奉献的动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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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要领  

1、引用课文中所运用的 前面两个例子，并阐释它们。  
2、阅读哥林多前书 9：14，解释保罗所提到的“方式”。

阅读民数记 18：21-24 和利未记 27：30。  
3、如果你渴望“与他人分享的恩赐”，不必等到你很富有

的时候，而是要今天就开始与某个人分享你所拥有的

不多的东西。  
4、对于每一顿饭的食物都要祷告，祈求神祝福你的饮食。 
5、按照每个章节有序地完成课文进程的学习，写出习题

答案以及自我测试题的答案。  

关键词  

管道  管家  
途径  管家职责  
外邦人  生活所需  

课文进程  

关于欲望的问题  

目的 1、  说明如何寻求神的国，将确保我们的“生活所需”

得到满足。  

接下来的四篇课文将阐述人的需要。耶稣曾经提到了

食物、赦免、试探和救拔。在本课中我们将学习对食物的

需要，我们将把它称为“生活所需”。生活所需指的是我

们生活所需要的一切东西：食物、衣服、教育、家、钱等

等。我们希望表明，如果我们关注神的国度高于其他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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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将会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习题 1、本课所提到的“生活所需”指的是什么？  
                                             

神关心我们的需要。当我们祷告时，他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约翰一书 5：
14）。因此，如果我们加上“主若愿意”（雅各书 4：15）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祈求“任何东西”。祈求“东西”并

没有错。错误的是当我们知道拥有那些东西并不是神的旨

意的时候，我们仍然想要得到它们。  

习题 2、什么情况下我们祈求“东西”是错误的？  
                                             

当我们祈求“东西”的时候， 好记住下面几点：  
 我们不是要试图使神关心我们。神是大爱的神，

他甚至比我们自己更加关心我们的需要，他希望

帮助我们。  
 我们不是要告诉神某样他所不知道的事情。在我

们祈求之前，他就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东西。他说

我们不应该在我们祷告的时候使用“没有意义的

话”（马太福音 6：7）。  
 我们不是在祈求所不能做的事情。在神没有难成

的事。  

“但是，”你可能会问，“如果神比我们自己更加关心

我们的需要，如果他在我们祈求之前就知道我们的需要；

如果他有大能回应我们的祈求，那么，我们为什么还需要

祷告呢？为什么神供应我们的需要是因为我们祈求？”  
答案是：这是神的计划的一个伟大奇妙之处。在神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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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所有事情上，他都选择与人一起行事。除非人愿意接

受帮助，否则神不会帮助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祷告

和有信心的原因所在。这样我们才能“解开”神的手，我

们把我们的意志与神的旨意联系起来，神便回应我们的祷

告。  

习题 3、当我们祈求“东西”的时候，我们应当记住：  
a）  神对我们祈求满足自己需要的祷告，没有兴趣。  
b）  神在我们祈求之前，便知道我们的需要。  
c）  神永远无需我们祈求，便供应我们的需要。  

祈求东西只是祷告的一小部分。首先应该赞美、敬拜

和感恩。他的名、他的国和他的旨意，必须处于首位。耶

稣就是这样祷告的。他没有花很多时间来祈求“东西”。

当他祈求的时候，他的祷告是简短的。他不向神祈求任何

东西。他知道如果他寻求神的旨意高过其他一切，他的需

要将会得到满足。  

如何对待神  

现在，让我们把我们的教导运用到必要的“生活所需”

上。如果我们关注神的国度高于其他一切，它们必将“加

给”我们。但是，我们必须小心，千万不要把寻求神的国

度作为获得“生活所需“的手段。  
有些人说，“如果你把神放在第一位，那么，你将会

得到一份好工作。”或者说，“如果你交纳十一奉献，那么，

你将会变得富有。”或者说，“如果你多多祷告，你将会在

学业上取得成功。”请想一想，那样的说法有什么不妥吗？

是的，那样的说法确实有些不妥。你明白了没有？你是在

“利用”神来得到你所需要的东西。你不是在寻求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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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在寻求工作，寻求财富，寻求成功。你是在利用神来

得到你的“生活所需”。  

生活所需神
加给我们的东西

寻求的东西不妥的

 
习题 4、在上述例子中，寻求者的祷告有什么不妥？  
                                             

当耶稣喂饱了那些人的时候，他们跟随了他。耶稣说

“你们找我……，乃是因吃饼得饱”（约翰福音 6：26）。
后来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

（约翰福音 6：35）。 后，约翰福音 6：66 这节经文中

说“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

希望人们追寻他。可是，人们只寻求食物！  

习题 5、阅读约翰福音 6：26-66。那些人为什么离开耶稣？  
                                             

外邦人所寻求的东西  

神的孩子们不应该像不信之人那样寻求东西。耶稣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马太福音 4：4）。耶稣是在

魔鬼诱惑他利用神的权柄来为自己获取食物的时候，对魔

鬼这样说的。  
生活不仅仅是一份工作，也不仅仅是需要饮食。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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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耶稣为什么教导我们要为更重要的东西祷告的原因所

在。  
耶稣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马太福音

6：19）  
耶稣说  “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玛门。”（马太

福音 6：24）  
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

么。”（马太福音 6：25）  
然后，在马太福音 6：31-34 中，耶稣表明了信徒与

外邦人之间的不同——神的孩子与魔鬼的孩子之间的不

同。他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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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题 6、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a) 一个人不能既侍奉神又事奉玛门。  
b) 一个人应该首先为他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  
c) 一个人不应该为吃喝忧虑。  
d) 如果一个人为食物忧虑，那么，他就是外邦人。  

应当寻求的东西  

耶稣继续他的讲话，他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

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马太福音 6：33）  
请注意，信徒寻求神的国，饮食和衣物则是附带的东

西。正如下面图表所示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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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给我们的东西 寻求的东西

正确的

生活所需 国度

 
所有这些听上去都很好，但是，它有效吗？关注神的

国高于其他一切的人，真的会得到供应吗？他不应该关心

他的生活吗？神真的知道我们要满足家庭的需要吗？知

道我们要吃东西吗？挣钱是错误的吗？省钱是错误的

吗？我们要对我们的妻子和孩子们漠不关心吗？  
朋友，让我向你保证。神是关注你的需要的，他关心

人，他满了爱，他比任何人都更加关心人。因此，他也希

望你关心人。他希望你能满足你的家庭需要。他希望你关

爱和照顾你的妻子和孩子们。事实上，正是因为他关爱，

他才教导我们要以正确的方式祷告。用他的方式来祷告，

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会得到供应。  
罗马书 14：17-19 使我们更加认识到耶稣的教导。保

罗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

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

人所称许。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

的事。”  

习题 7、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a) 神的国度不在乎吃喝。  
b) 神的国度就是爱。  
c) 务要追求和睦的事。  

耶稣和保罗的教导都是要我们“追求”更重要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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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或者说是要我们“关注更重要的东西高于其他一切”。

如果我们做到了这一点，神将会看顾我们的其他“东西”。

如果我们跟随神的国度，那么食物也将会跟随我们！神会

保证做到这一点！这听上去很愚蠢，很简单吗？这并不愚

蠢，但是，确实简单……如果你有信心的话。  
那些追求“其他所有东西”的人，永远都得不到满足。

他们就像那位井边的妇人，她必须一天又一天地回到井边

取水解渴。耶稣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约

翰福音 4：14）。他阐述了一种比寻求吃喝更好的生活方

式。  
那些寻求神国度的人，将会得到这样的应许，神将供

应他们“每一天”的需要。对神的国度的信心是一种“逐

日数算”的信心！我们祷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

我们”（马太福音 6：11）。  

关于富足的问题  

目的 2、  阐述“分享的恩赐”其含义。  

目的 3、  请描述神赐予其“与他人分享的恩赐”的那类人。 

信心的大小  

罗马书 12：3 中说，要照着神所分给各人“信心的大

小”看得合乎中道。神赐给了信徒们信心，以帮助他们履

行在神的计划中的职责。有些人所得到的信心比别人的

大。有些恩赐比其他恩赐需要更大的信心。  

习题 8、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a) 神赐给了所有人一样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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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神赐信心给每一个信徒。  
c) 有些恩赐比其他恩赐需要更大的信心。  

神告诉我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哥林多前

书 12：31）。如果我们要恰当地使用这些恩赐的话，那么

就要更多地祷告。有些恩赐使人骄傲，这也正是神允许保

罗遭受身体上的疼痛的原因所在，“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

甚大，就过于自高”（哥林多后书 12：7）。  
现在我们要阐述一个神赐的恩赐，这一恩赐导致了很

多试探。它就是与他人分享的恩赐（罗马书 12：8），只

有很少人得到了这一恩赐。为什么？让我们来阐述它。  

习题 9、为什么恩赐需要多多地祷告？  
                                             

祝福的管道  

关于财主，主曾经说过一些严厉的话。他说“骆驼穿

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马太福音 19：
24）。这些实在是严厉的话语！  

雅各书 5：1-6 向我们讲述了那些富足之人，这些财

主通过亏欠工人的工钱来积攒钱财。而在他们通过欺骗工

人获取钱财之后，他们把钱财积攒起来，并不把钱财用于

任何良善的目的！“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

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

知积攒钱财。”（雅各书 5：3）  
这些财主们的罪，并不在于他们富有。他们的罪在于

用欺骗他人的手段来敛财，在于自私地运用他们的钱财，

而不是把钱财用来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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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 10、富有是一种罪吗？请说明。  
                                             

没有多少人能够抵制财富所带来的自私生活。“但那

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入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

的私欲里”（提摩太前书 6：9）。因此，对多数人来说，

神只供应他们所需用的。因为如果他们得到了太多，会刺

激他们对“东西”的欲望，而常常忘记了对神的国度的关

注。  
神能够信任的那些为他的国度恰当地运用财富的信

徒很少。对于那些人，神赐给他们“与人分享的恩赐”。

这是多好的一种恩赐啊，但是，要恰当地用好这一恩赐，

则需要多多地祷告。  
有一些敬虔的人明白如何挣钱。如果他们关心神的国

度高于其他一切，神将会祝福他们的生意。这些敬虔的人

不会犯雅各书 5：1-6 中的财主们所犯的错误。他们不会

欺骗他人以攫取钱财。他们不会为他们自己积攒钱财，也

不会为他们自己自私地使用钱财。他们认为自己是神的仆

人，是受神之托为他的国度使用这些钱财的人。有着这一

恩赐的人，提供为神做工所需要的钱财。他们就像一根自

来水管，他们是祝福的管道。  

习题 11、一个富有的人应该如何看待他的钱财？  
                                             

有着“与他人分享的恩赐”的人，不会为他们自己积

攒钱财，但是，他们会让钱财通过他们的手，流向神国度

的工作。  
这一原则适用于穷人，同样也适用于富人，认识到这

一点很重要。一个“穷人”通过行骗来获取钱财，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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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通过欺骗来敛财，同样都是不好的。一个“穷人”自

私地使用他的一个便士，与一个富人自私地使用他的钱

财，也是同样的不好。重要的是，不是你所奉献的钱财的

数量，而是你奉献钱财和乐于分享的心。例如，那个穷寡

妇只奉献了一个便士，却给了她所拥有的全部（马可福音

12：42-44）。耶稣说，她“与人分享之恩赐”比富人们更

大。为什么？因为他们所奉献的只是他们财富的一部分，

他们留给自己的财富还有很多。那位寡妇则是在自己贫穷

的情况下奉献的，她献出了她的全部所有！  
那位寡妇奉献了她的全部所有！这就是“与他人分享

之恩赐”的秘诀。当我们让基督成为万有之主的时候，奉

献便变得容易。于是，我们按他的吩咐施予。神寻求那些

在使用钱财上可以信任的人——只要是为他的国度，无论

钱财是多是少。对于那些人，神赐给他们“与他人分享的

恩赐”！  

习题 12、奉献的秘诀是什么？  
                                             

关于祈求的问题  

目的 4、  举例说明如何通过十一奉献和管家职份来敬拜

神。  

钱显然可以满足很多需要，贪财是万恶之根，但是，

钱财本身并不是邪恶的。如何用钱是对我们把什么置于优

先地位和对我们的属灵生活的一种很好的测试。  

习题 13、阅读提摩太前书 6：10。万恶之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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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的动力  

每一个信徒都应该把他的收入的十分之一交回给神。

这被称为十一奉献。但是，一个信徒为什么要交纳十一奉

献呢？是因为圣经教导他要交纳十一奉献吗？是因为交

纳十一奉献是他的教会的律法吗？为什么信徒们应该交

纳十一奉献？他们交纳十一奉献的动机应该是什么？交

纳十一奉献是敬拜神的一种形式。我们交纳十一奉献，是

因为我们爱神和要感谢神对我们的供应。奉献是敬拜，敬

拜是奉献！敬拜不仅仅是献上我们的话语，而且还要献上

我们的钱财。  

习题 14、信徒应该交纳十一奉献，因为：  
a）  律法要求交纳十一奉献。  
b）  通过交纳十一奉献，他将会变得更加富有。  
c）  他对神的爱，促使他交纳十一奉献。  
d）  不交纳十一奉献，他会感到羞耻。  

有些人交纳十一奉献，是因为圣经教导我们应该这样

做。这是事实，圣经确实教导我们要交纳十一奉献。  
亚伯拉罕向麦基洗德交纳了十一奉献，麦基洗德是基

督的预表。（创世记 14：20）  
雅各在摩西被赋予这一律法之前，便交纳十一奉献。

（创世记 28：22）  
玛拉基说，一个人不交纳十一奉献，就是夺取神之物。

（玛拉基书 3：8）  

习题 15、圣经说：  
a）亚伯拉罕向基督交纳了十一奉献。  
b）雅各在这一律法制定之前，便交纳了十一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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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摩西是第一个交纳十一奉献的人。  

耶稣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

不能进天国。”（马太福音 5：20）  
法利赛人交纳十一奉献。我们必须比他们更加忠心！

他们交纳十一奉献，只是因为律法规定他们应该这样做。

如果没有这样的律法，他们就不会交纳十一奉献！法利赛

人交纳十一奉献，但是，他们并不是自愿交纳的，他们只

交纳律法上所规定的数量，他们的动机是错误的。  
当今的某些基督徒很像法利赛人。有些基督徒想要得

到交纳十一奉献所带来的祝福，但是，他们却不关心施予

祝福的那一位！他们“利用”神，作为达到他们自己“目

的”的“途径”！他们知道神对那些交纳十一奉献的人的

应许，因此，他们把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出来，希望神会

使他们变得富有。神确实祝福他们，因为神不会违背自己

的应许。但是，他们的动机是错误的，而当你的动机是错

误的时候，你便错失了无私奉献所带来的更大祝福。  

习题 16、信徒们比法利赛人更加忠心，当他们：  
a）  为了让人们看见而奉献时。  
b）  因为爱而奉献时。  
c）  为了得到奖赏而奉献时。  

爱的动机  

你可以交纳十一奉献，但不去敬拜。但是，你不能只

敬拜而不交纳十一奉献。敬拜将促使信徒的奉献比十一奉

献更多。事实上，当一个人关心神的国度高于其他一切时，

他把自己以及所拥有的一切都奉献给神！他成了他所得到

的钱财的管家，他按照神的旨意来使用所有的钱财。他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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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主啊，这全是你的，我也是你的。请按照你的旨意

使用我和我的钱财吧！”这就是管家的职份！一个管家属

于他的主人。他自己没有财富，他对他主人的财富负责，

并根据主人的吩咐来使用他的财富。管家不会为他自己忧

虑，因为他知道主人将会供应所需的一切。他知道主人的

财富远远多于自己的财富，如果他忠心的话，他将不会缺

乏任何东西。这为信徒们提供了一幅多么美好的基督徒的

写照啊！我们的主人看顾我们——他满足我们的需要。反

过来，我们有责任成为一个看管我们主人财富的小心谨慎

的管家。我们必须永远记住，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千真

万确地属于神。他是万物的创造者，包括我们的钱财。  
因此，我们在本课中所阐述的是，一个关心神的国度

和荣耀高于其他一切的信徒，对于他自己的“生活所需”

毫无所虑。他的整个生活就是一种敬拜和赞美的生活。神

会看顾他的需要！  
我们还阐述了你不能把一个信徒的行为，与祷告和敬

拜截然分开。合适的祷告将会改变你的态度。我们不必为

我们的需要忧虑。当我们敬虔地寻求神的国度高于其他一

切时，神将会供应我们的每一个需要。  

习题 17、一个信徒如何做一个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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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测试  

简答题：在下面题目所提供的空白处，写出其正确答案。 

1 为什么我们不祈求神，神就不会供应我们的需要？  
                                             

2 当我们祈求东西的时候，我们应该记住哪两件事情？  
                                             

3 为什么“与他人分享之恩赐”需要多多地祷告？  
                                             

4 信徒们如何才能超过法利赛人的信心？  

                                             
5 为 什么 如何 使用 钱财 是对 我们 属灵 生活 的一 种测

试？  
                                             

6 阐述关于管家的三个方面的情况？  
                                             

7 恰当的祷告，将如何影响到我们对生活所需所持的态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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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答案  

9 因为只有多多地祷告，才能知道如何恰当地使用它

们。  
1 我们生活所需要的一切东西——食物、衣物、家、

钱财等等。  
10 不是，富有并不是一种罪。但是，富人必须小心，

不要通过不诚实的方式来获取财富；富人还必须小

心，不要变得自私。  
2 当我们知道拥有那些东西并不是神的旨意时，我们

仍然希望得到它们。  
11 他是神的一个仆人，受神的交托为着神的国度来使

用他的财富。  
3 b）神在我们祈求之前，便知道我们的需要。  

12 当基督成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的主人时，按照他的

吩咐来奉献，便是一件容易的事。  
4 那个人的祷告没有寻求神，他只是寻求他生活所需

要的东西。  
13 贪爱钱财。  
5 他们只想得到耶稣所赐给他们的食物。  

14 c）他对神的爱，促使他交纳十一奉献。  
6 a）正确  

b）错误  
c）正确  
d）错误  

15 b）雅各在这一律法制定之前，便交纳了十一奉献。 
7 a）正确  

b）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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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正确  
16 b）因为爱而奉献时。  

8 a）错误  
b）正确  
c）正确  

17 他的工作是要敬拜和顺服他的主人，并要信靠他的

主人会供应他的生活所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