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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但是 …

神造万物，各按其
时成为美好，又将
永生安置在世人心
里。然而 神从始
至终的作为，人不
能参透。

（传三11）

https://dailyverses.net/tc/傳道書/3/1



我们有…，但
是 …

当我们真正认识神时
… 我们就不再扮演

神。
走在神前
面？？？

https://www.facebook.com/jada/posts/ac4
e54ad/345998660229143/
www.Microsof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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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力量，但是主是安息的源头（六30～32）

可六30  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
告诉他。
可六31  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
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工夫。
可六32   他们就坐船，暗暗的往旷野地方去。



我们有力量，但是主是安息的源头（六30～32）

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众人听见，就从各城
里步行跟随他。

（太十四13）

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
（可六31）

希律说：“约翰我已经斩了，这却是什么人？ 我竟听见他这样的事
呢？”就想要见他。

（路九9）



我们有力量，
但是主是安息
的源头（六
30～32）

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
野，受魔鬼的试探。

（太四1）

http://faogyo.org.hk/showchapter.php?xf=matthew.xml&title=馬太福
音&dateserial=20160514&chapter=馬太福音第四章1-11節



我们有力量，但
是主是安息的源
头（六30～32）

你们要休息（原文作“安
静”、“静默”），要知道
我是 神！
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
地上也被尊崇。

（诗四十六10） www.Microsoft.com



我们有力量，但是主是安息的
源头（六30～32）

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女子，女子
就给她母亲。约翰的门徒听见了，就
来把他的尸首领去，葬在坟墓里。

（可六28～29）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eheading_of_John_the_Baptist



我们有力量，但是主是安息的
源头（六30～32）

https://www.bicf.org/aiovg_videos/耶稣的领导力｜第十六集-扩展的团队/



我们有力量，但是主是安息的源头（六
30～32）

https://billykimw.wordpress.com/2022/05/26/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我们有力量，但是主是安息的源头（六30～32）

https://twitter.com/la_nplus/status/1243421333142134784
www.Microsoft.com



我们有认识，但是主是认识的源头（六33～34）

可六33 众人看见他们去，有许多认识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
一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赶到了。
可六34 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
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



我们有认识，但是主是认识的源头（六33～34）

憐憫 σπλαγχνίζομαι splanchnízomai
“to feel compassion for, to have great affection for, love, 
compassion”
对 … 同情；对 … 产生爱、同情

翻译自 Louw and Nida
Accordance Bible Software, Version 13.4.1, June 2022.

Oakgtree Software, Inc.

惟有一个撒马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

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
带到店里去照应他。（路十33～34）

思
想
带
出
行
动
！



灵性的新酒袋

典范 转移

https://paradigm-shift.com.vn



灵性的新酒袋

简言之，典范转移是指习惯的改变、观念的突破、价值观的移转；
是一种长期形成的思维轨迹及思考模式。

https://homnote.pixnet.net/blog/post/4803046-%7B新知%7D何謂典範轉移-

“哇！典范转移
耶！”



我们有认识，但是主是认识的源头（六33～34）

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女
子，女子就给她母亲。约翰
的门徒听见了，就来把他的
尸首领去，葬在坟墓里。

（可六28～29）

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
一歇。

（可六31）

就怜悯他们，因
为他们如同羊没
有牧人一般。

（可六34）



我们有认识，但是主是认识的源头（六
33～34）

安息有时

服事有时

改
变
认
识

www.Microsoft.com



我们有认识，但是主是认识的源头（六30～32）

https://twitter.com/la_nplus/status/1243421333142134784
www.Microsoft.com



我们有怀疑，但是主是确信的源头（六35～37）

可六35 天已经晚了，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天已经晚
了，
可六36 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自己买甚么
吃。
可六37 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罢。门徒说：我们可以去
买二十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么？



我们有怀疑，但是主是确信的源头（六
35～37）

难上加难之一：
 “天色已晚”：不容易买吃的。
 “往四面乡村”：门徒的解决方案。

难上加难之三：
 “可以去买二十两 … 。”

难上加难之二：
 “你们给他们吃吧”：耶稣的解决方案！

问
题
加
上
问
题
！

www.Microsoft.com



我们有怀疑，但是主是确信的源头（六35～37）

得拿利（denarius）

二十两银子

200
七个月的

工资

https://www.chioulaoshi.org/EXG/coinage.html



我们有怀疑，
但是主是确信
的源头（六
35～37）

https://www.qdchurch.com/sermons/featured/26391/

林前一18

怀疑 + 难

愚拙



我们有怀疑，但
是主是确信的源
头（六35～37）

何处是尽头？

腓力回答说：就是二十两银子的
饼，叫他们各人吃一点也是不够
的。（约六7）

www.Microsoft.com



我们有怀疑，但是主是确信的源头（六35～37）

www.Microsoft.com

困难 > …



我们有局限，但是主是一切的源头（六38～44）

可六38 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他们知道了，就
说：五个饼，两条鱼。
可六39 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一帮一帮的坐在青草地上。
可六40 众人就一排一排的坐下，有一百一排的，有五十一排的。
可六41 耶稣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擘开饼，递
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那两条鱼分给众人。
可六42 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
可六43 门徒就把碎饼碎鱼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
可六44 吃饼的男人共有五千。



我们有局限，
但是主是一切
的源头（六
38～44）

https://itaigi.tw/k/不夠/
www.Microsoft.com

当我们除了 神什么都
没有（或很少）时，我
们发现 神就足够了。



我们有局限，但是主是一切的源头（六
38～44）

“再多一点就好了！”
科达



我们有局限，但是主是一切的源头（六38～44）

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
们吃罢。门徒说：我们
可以去买二十两银子的
饼，给他们吃么？

（可六37）

www.Microsoft.com

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
吧！”门徒说：“我们不过
有五个饼，两条鱼，若不去
为这许多人买食物就不
够。”（路九13）



我们有局限，
但是主是一切
的源头（六
38～44）

耶和华以勒

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
名叫“耶和华以
勒”，直到今日人还
说：“在耶和华的山
上必有预备。”

（创二十二14）
https://www.redbubble.com/i/art-board-print/Hebrew-word-Yahweh-Yireh-The-Lord-will-provide-

by-joyfuldesigns55/103189135.NVL2T



我们有局限，但是主是一切的源头（六38～44）

… 去看看。

望着天祝福，擘开饼，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那两条
鱼分给众人。

装满了十二个篮子。

认清现况 认清源头 丰盛有余



我们有局限，但是主是一切的源头（六38～44）

www.Microsoft.com

 有无
 承认自

己的有
限？

 经历神
的丰盛？

 活在神
的丰盛
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