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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士魁 傳道



!（啟3:17）你說「我是富足，已經發了財，一樣都不
缺」，卻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憐、貧窮、瞎眼、赤身
的。 18 我勸你向我買火煉的金子，叫你富足；又買白衣
穿上，叫你赤身的羞恥不露出來；又買眼藥擦你的眼睛，
使你能看見。

http://cnbible.com/revelation/3-18.htm


（彼後1:3-11）神的神能已將一切關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賜
給我們，皆因我們認識那用自己榮耀和美德召我們的主。 4 
因此，他已將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賜給我們，叫我們既脫離
世上從情慾來的敗壞，就得與神的性情有份。 5  正因這緣
故，你們要分外地殷勤(diligence)：有了信心，又要加上
德行(moral excellence)；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識
(knowledge)； 6  有了知識，又要加上節制(self-control)；有
了節制，又要加上忍耐(堅忍perseverance)；有了忍耐，又
要加上虔敬(godliness)； 7 有了虔敬，又要加上愛弟兄的心；

http://cnbible.com/2_peter/1-4.htm
http://cnbible.com/2_peter/1-5.htm
http://cnbible.com/2_peter/1-6.htm
http://cnbible.com/2_peter/1-7.htm


有了愛弟兄的心，又要加上愛眾人的心。 8  你們若充充足
足地有這幾樣，就必使你們在認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上，
不至於閒懶不結果子了。 9 人若沒有這幾樣，就是眼瞎，
只看見近處的，忘了他舊日的罪已經得了潔淨。10 所以
弟兄們，應當更加殷勤，使你們所蒙的恩召和揀選堅定不
移。你們若行這幾樣，就永不失腳。 11 這樣，必叫你們
豐豐富富地得以進入我們主救主耶穌基督永遠的國。

http://cnbible.com/2_peter/1-8.htm
http://cnbible.com/2_peter/1-9.htm
http://cnbible.com/2_peter/1-10.htm
http://cnbible.com/2_peter/1-11.htm


!加上 ：提供，供應  [BDAG] provide (at one’s own 
expense), supply, furnish 

!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 -- 運用你的信心，來發展德行 
! [AMP] [exercising] your faith to, develop moral excellence  
!用信心來供應德行 [NASB] in your faith supply moral 

excellence 
!所以神要我們好好的操練敬虔，要有：信心，德性，認識
神的知識，節制，堅忍，敬虔，和愛



!所以什麼叫做 “瞎眼”：沒有這幾樣，只看見近處的



（創25:27-34）兩個孩子漸漸長大，以掃善於打獵，常在
田野，雅各為人安靜，常住在帳篷裡28 以撒愛以掃，因為常
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卻愛雅各。 29 有一天，雅各熬湯，以
掃從田野回來累昏了。 30  以掃對雅各說：「我累昏了，求
你把這紅湯給我喝。」因此以掃又叫以東 31 雅各說：「你
今日把長子的名分賣給我吧」 32 以掃說：「我將要死，這
長子的名分於我有什麼益處呢？」 33 雅各說：「你今日對
我起誓吧。」以掃就對他起了誓，把長子的名分賣給雅
各 34 於是雅各將餅和紅豆湯給了以掃，以掃吃了喝了，便
起來走了。這就是以掃輕看了他長子的名分。

http://cnbible.com/genesis/25-28.htm
http://cnbible.com/genesis/25-29.htm
http://cnbible.com/genesis/25-30.htm
http://cnbible.com/genesis/25-31.htm
http://cnbible.com/genesis/25-32.htm
http://cnbible.com/genesis/25-33.htm
http://cnbible.com/genesis/25-34.htm


新年的屬靈新規劃 



一．對聚會的期待和敬畏 
!來到聚會中，一定要對神的賞賜相信並且期待 
!（來11:6）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因為到神
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神，且信他賞賜那尋求他的人。 

!（詩147:11）耶和華喜愛敬畏他和盼望他慈愛的人



!如果我們每天半個小時以上的靈修，每週三堂追求的
聚會，我們生命中大概 70－80% 的問題都會解決



二. 在生活中期待神愛的顯現 
!（詩147:11）耶和華喜愛敬畏他和盼望他慈愛的人



三．認真尋求神，使我們： 
1. 長壽，身體健康



 生命的長短，神已經定好了 
!（徒17:26）他從一本造出萬族的人，住在全地上，
並且預先定準他們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 27  要叫他
們尋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實他離我們各人不
遠。

https://cnbible.com/acts/17-27.htm


!但是聖經裡至少有三個方法，使得我們會延年益壽： 
(1) 聽神的話（也就是認真尋求神） 
!（箴4:10）我兒，你要聽受我的言語，就必延年益壽。 
(2) 孝順父母 （弗6:2）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長壽 
(3) 專心愛神（也就是認真尋求神） 
!（詩91:14-16）神說：「因為他專心愛我，我就要搭救
他；因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處。15 他若求告
我，我就應允他；他在急難中，我要與他同在。我要搭救他，
使他尊貴。16  我要使他足享長壽，將我的救恩顯明給他。」

https://cnbible.com/psalms/91-15.htm
https://cnbible.com/psalms/91-16.htm


!身體健康 
!（箴4:20-22）我兒，要留心聽我的言辭，側耳聽我的話
語， 21 都不可離你的眼目，要存記在你心中。 22 因為得
著它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醫全體的良藥。 

!得著他的：是指神的話語，不是得著神 
!【NASB】 My son, give attention to my words; Incline your 

ear to my sayings. 21 Do not let them depart from your sight; 
Keep them in the midst of your heart.22 For they are life to 
those who find them; And health to all [g]their body.

https://cnbible.com/proverbs/4-21.htm
https://cnbible.com/proverbs/4-22.htm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Proverbs+4&version=NASB#fen-NASB-16513g


!FDA 公布的癌症的三個原因 
(1) 飲食  
(2) 壓力  
(3) 兩年內有至近的親屬過世



!12 個長壽的秘訣 
(1) 不要賴床    (2) 保持樂觀的生活態度 
(3) 養寵物     (4) 戒煙 
(5) 善於控制情緒  (6) 嫁娶得好（對方有長壽基因） 
(7) 運動鍛練    (8) 笑一笑 
(9) 減肥      (10) 釋放壓力 
(11) 冥想 (親近等候神)



三．認真尋求神，使我們： 
2. 一樣好處都不缺 
!（詩34:10）少壯獅子還缺食忍餓，但尋求耶和華
的，什麼好處都不缺。 

!（提前4:8）操練身體益處還少，唯獨敬虔，凡事都
有益處，因有今生和來生的應許



三．認真尋求神，使我們： 
3. 可以坦然面對以下的事情 
(1) 失業   
(2）退休   
(3）空巢  
(4）生病   
(5）死亡



!只要積攢財寶在天上，使得我們的心在天上，就可以
面對失去地上的一切 

!（太6:19）不要為自己積攢財寶在地上，地上有蟲
子咬，能鏽壞，也有賊挖窟窿來偷。 20  只要積攢財
寶在天上，天上沒有蟲子咬，不能鏽壞，也沒有賊挖
窟窿來偷。 21 因為你的財寶在哪裡，你的心也在哪
裡。

https://cnbible.com/matthew/6-20.htm
https://cnbible.com/matthew/6-21.htm


!對那些事情的懼怕，無奈，沮喪，都是情緒，這個時
候，我們用信心來爭戰的效果並不會很好，最好的方
式，那就是對永恆的愛慕，對於我們所累積在天上的
財寶的愛慕，這種愛慕的情感，來取代那些消極負面
的情緒。



四. 恢復親子關係 
!神在末世要興起的兩件事 
1. 敬拜讚美 
!（摩9:11）到那日，我必建立大衛倒塌的帳幕，堵
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壞的建立起來，重新修造，像
古時一樣， 12 使以色列人得以東所餘剩的和所有稱
為我名下的國。

https://cnbible.com/amos/9-12.htm


2. 親子關係的恢復 
!（瑪4:5）看哪，耶和華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
必差遣先知以利亞到你們那裡去。 6 他必使父親的心
轉向兒女，兒女的心轉向父親，免得我來咒詛遍地。

https://cnbible.com/malachi/4-6.htm


!不單單是為了自己問題的解決而禱告尋求神，並且也為了神的榮
耀，就容易蒙受神特別的恩典 
（撒上1:1-11）以法蓮山地的拉瑪瑣非有一個以法蓮人，名叫以
利加拿，是蘇弗的玄孫，托戶的曾孫，以利戶的孫子，耶羅罕的兒
子 2 他有兩個妻，一名哈拿，一名毗尼拿，毗尼拿有兒女，哈拿沒
有兒女 3 這人每年從本城上到示羅，敬拜祭祀萬軍之耶和華。在那
裡，有以利的兩個兒子何弗尼、非尼哈當耶和華的祭司 4 以利加拿
每逢獻祭的日子，將祭肉分給他的妻毗尼拿和毗尼拿所生的兒
女； 5  給哈拿的卻是雙份，因為他愛哈拿。無奈耶和華不使哈拿生
育 6 毗尼拿見耶和華不使哈拿生育，就做她的對頭，大大激動她，
要

https://cnbible.com/1_samuel/1-2.htm
https://cnbible.com/1_samuel/1-3.htm
https://cnbible.com/1_samuel/1-4.htm
https://cnbible.com/1_samuel/1-5.htm
https://cnbible.com/1_samuel/1-6.htm


使她生氣 7 每年上到耶和華殿的時候，以利加拿都以雙份給
哈拿。毗尼拿仍是激動她，以致她哭泣不吃飯。 8 她丈夫以
利加拿對她說：「哈拿啊，你為何哭泣，不吃飯，心裡愁悶
呢？有我不比十個兒子還好嗎？」9 他們在示羅吃喝完了，
哈拿就站起來。祭司以利在耶和華殿的門框旁邊，坐在自己
的位上。 10 哈拿心裡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禱耶和華，11 
許願說：「萬軍之耶和華啊！你若垂顧婢女的苦情，眷念不
忘婢女，賜我一個兒子，我必使他終身歸於耶和華，不用剃
頭刀剃他的頭。」

https://cnbible.com/1_samuel/1-7.htm
https://cnbible.com/1_samuel/1-8.htm
https://cnbible.com/1_samuel/1-9.htm
https://cnbible.com/1_samuel/1-10.htm
https://cnbible.com/1_samuel/1-11.htm


!我們立下一個心願，當我們在親子關係上得到多少祝
福時，起來服事在親子關係上有需要的人 

!我們也立下這個心志，從今開始，不論我們禱告什麼，
尋求什麼，都要加上為了神的榮耀，為了愛人的緣故
（榮神益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