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要忧虑。你天父关心你

2021 年 10 月 3 日的布道

马太福音 6：25-34
克莱门特·滕多，实习牧师

我要开始用英语，但很快我会改用法语。

我们在这里的屏幕上以及您的平板电脑上提供了英语布道的 10 种翻译。

我们的段落取自马太福音。

这本书是为犹太人和外邦基督徒写的。

马太福音希望他们看到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是全世界的祝福。

马太福音说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可以安息于耶稣基督带来的救赎。

通过基督，他们都可以成为神的国度的公民。

我要用法语读这些经文，然后祷告。

如果你在听我读的时候打开翻译页面，你将能够读到上帝赐福你的美丽的母语。

您还将在屏幕上看到经文阅读和布道的英文翻译。

听神的话时，请站起来：

马太福音 6：25-34
25 “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

于衣裳吗？”

26 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

多吗？

27 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

28 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

29 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30 你们这小信的人哪！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　神还给它这样的妆饰，何况你们呢！

31 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32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

33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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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一起阅读以赛亚书 40：8 -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惟有我们　神的话必永远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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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祷告

天父，今天谢谢你。

我们很感激能在这里听到你和我们说话。

当你养活我们时，请用你的话满足我们的向往。

当我们面对生活的问题时，给予我们恩典去认真对待它。

愿你的圣灵透过你的话坚固我们，去相信你对我们的关心。

帮助我们，你的孩子，让我们在寻求你的国度和你的义时，始终以你的话语为中心

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如果你从不忧虑任何事情，请举手。

我们都忧虑

如果我们不忧虑我们没有的东西，也会忧虑所拥有的。

单身人士忧虑结婚。

但他们不知道许多已婚人士忧虑他们的婚姻。

你忧虑什么？

上最好的学校？

有最新的时装穿吗？

你忧虑鞋子吗？

也许你忧虑你的得救或亲人的得救？

您是否忧虑家人的安全或经济保障？

你忧虑你的生命吗？

你忧虑死亡吗？

请听这个故事， 以某种方式理解忧虑能对你做什么：

一天早上，死亡正走进一个城市，这时一个人拦住他，问他在做什么。

死亡回答说：“我要进城杀一万人。”

那人回答说：“你要杀一万人，这太可怕了。”

死亡回答说，“在人的时候满足时带走他们是我的工作。

今天，我必须得到我的 10000 人。”

后来，当死亡从城里出来时，那人遇见了他。

这一次，该男子很愤怒。

他说，“你今天早上告诉我，你打算带走 1万人，但今天有 7万人死了。

死亡回答说：“不要生我的气。

我只拿了一万

其他人都是被忧虑杀死的。

忧虑是个大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花一些时间谈论它。

今天的信息分三点：

第 1点。不要忧虑任何事情 （马太福音 6：25-31， 34）
第 2点。知道你的天父关心你（马太福音 6：32）
第 3点。寻求神的国度和他的义（马太基 6：33）

第 1点。不要忧虑任何事情 （马太福音 6：25-31，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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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耶稣告诉我们不要忧虑时，换句话说，他是在说，“别再忧虑了。”

耶稣花很多时间解释这一点。

你认为他为什么这么做？

那是因为我们都很忧虑。

“忧虑”是烦恼，经历精神焦虑，因为情况难以控制。

基本上，这是我们心中关于掌控的争战。

穷人和富人一样经历这样的争战。

如果你不忧虑你缺乏什么，你就忧虑你所拥有的。

然而，在这段话中，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们不要忧虑食物之类的事情。

食物和生命在伊甸园里是联系在一起的。

因为食物，亚当和夏娃失去了永生。

撒旦认为他可以这样对待第二个亚当，耶稣基督。

撒旦叫他把一块石头变成面包，想诱惑耶稣。

但耶稣的食物是遵行上帝的意志，他根据神的话来回答。

基督不能只是为了食物，就放弃他的生命和他来拯救之人的生命。

因为耶稣为我们赢得了救恩，我们完全安全了。

我们的生活根本不会受到伤害。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忧虑食物呢？

耶稣基督给那些信任他的人的生命比食物好得多！

然而，我们应该忧虑，如果我们仍然在亚当里面，仍然生活在肉体当中。

但是，如果我们生活在耶稣基督里，那么不论食物缺乏还是丰富，都无法让我们忧虑。

因为我们需要的物质食物无法与基督耶稣里的永生相比。

愿上帝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我们在基督里的财富。

在经文 28至 30 耶稣谈到了衣服。

谁生来就有衣服？

没有。

我们忧虑下一双鞋，或购买品牌衣服，如古奇，耐克，波罗，阿迪达斯。

这并不是说这些东西是坏的。

事实上，你们都穿得很漂亮，看起来棒极了。

但想想看：你的身体比你想穿的昂贵的衣服好得多。

然而，在你的身体功能正常时，你只需要衣服。

上周我出车祸了。

在汽车失控的 30秒内，我想的根本不是衣服和食物！

相反，在整个事故中，我想知道我是否快死了，或者我是否还活着。

从我嘴里传出的下一句话是：

“我还活着，我还活着，哇！哇！哇！”

那 30秒向我展示了真正重要的事情。

即身体里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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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明白，我之所以还活着，是因为上帝在支撑我。

从生命、食物、身体和衣服，基督在第 26节把我们带到了大自然。

他提到鸟类，包括像松鼠这样的田野的动物。

他还提到百合花，其中包括我们在弗吉尼亚州看到的美丽的花朵。

谁喂麻雀，这些不播种也不收获的普通鸟儿？

谁喂我们在佛吉尼亚到处都能见到的松鼠？

谁让这些花像这样美丽？

朋友们：我喜欢在弗吉尼亚到处走走，看花儿。

我会不禁拍照。

创造世界的上帝继续用美丽来装饰世界，让我们享受。

耶稣指出所罗门是世界上最富有和最聪明的人。

然而，即便是他最荣华的时候，所罗门从来没有那些花看起来那么好。

你是照着上帝的形象创造的，是吗？

正如我们在诗篇 139：14中看到的，你被造奇妙可畏。

创造人类后，上帝说了一些他在创造其他东西后没有说过的话。

他说其他事情都是好的。

但在创造了人类之后，上帝在创世纪 1：31中说，这“甚好”。

因为他关心你和我，上帝使植物生长，这样我们的冰箱里才会有食物（诗篇 104：14）。

这个关心你们所有人的上帝，甚至知道你头上的头发有多少根。所以没有他的许可，你们身上任何部位都不

会死亡（路加 12：7;21：18）。

耶稣不想让我们忧虑，因为：忧虑是徒劳无益的（第 27，34节）。

忧虑不能给我们本身增加任何东西。

相反，它让我们更困惑。

忧虑明天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因为我们谁也不知道一小时后会是什么样子。

忧虑明天就像把风握在手掌上，因为我们不能把握未来。

忧虑是没有信心（第 30节）。

我们忧虑，因为我们忘记了地球和它的所有东西都是主的（诗篇 24：1）。

上帝承诺供养他的孩子（腓立比书 4：19）。

记住，你可能会忧虑，但耶稣并不忧虑他现在在哪里。

他能够在你所有的情况下为你带来平安。

他和你同在。

相信他。

你忧虑什么？

你的婚姻艰难吗？

上帝发明了婚姻，所以请他来维修。

你忧虑生病吗？

上帝造就了你，支撑着你，所以他能够治愈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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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和主一起同行时会挣扎吗？

他彻底拯救来到他面前的人（希伯来书 7：25）。

你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得救了吗？

耶稣是一个温柔和谦卑的救主，今天，你可以带着沉重的负担跑向他（马太子 11）。

你忧虑未来吗？

他手里掌管着它。

所以，我的朋友们，解决所有人类问题的办法不是程序或自言自语。

解决办法是对上帝的信仰，上帝是他创造的一切受造物的创造者和维持者。

当耶稣说“不要忧虑”时，他不是在提倡懒惰或粗心大意。

我们不能放弃工作，因为耶稣说我们不应该忧虑。

相反，我们要祷告努力工作，为未来制定计划。

因为我们相信他会建立我们手中的工作（诗篇 90：17）。

第 2点。知道你天父关心你

马太福音 6：32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

正如我们在第 26节看到的，你比他创造的任何东西都更珍贵。

你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的（创世记 1：27）。

正是因为上帝对他的形象承载者的爱，他才开始了救赎。

救恩是我们的基本需要，因为我们的基本问题是罪。

我们对食物、衣服和其他东西的需要，都没有对永生的需要大。

我们需要亲自认识上帝，并与他产生关系（约翰福音 17：3）。

我们需要重新回到他的同在中，因为罪剥夺了我们的这项特权。

他的应许是，他将和我们同在。

当约书亚带领上帝的百姓前往应许之地时，上帝的同在是令人鼓舞和安慰的。

上帝在约书亚记 1：5 告诉他：

“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

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

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兄弟姐妹们，你需要上帝的同在。

因为如果你和拥有地球及地球上的一切的人在一起，你还有什么可忧虑的？

当然，什么都没有。

你知道他爱你爱到为你舍弃他的独生子的地步吗（约翰福音 3:16）？

听听保罗在罗马书 8：32 说的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

神的儿子被称为以马内利，这意味着上帝与我们同在（以赛亚书 7：14：马太福音 1：23）.
如果上帝自己和我们同在，我们就不能怀疑他对我们的关心。

甚至在我们开口之前，他就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他答应供应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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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保罗在腓立比书 4:19中写的

”我的上帝会根据他在基督耶稣的荣耀中致富， 提供你的每一个需要。

我们可能都忧虑我们的健康，安全，安全，未来，婚姻等。

当我们这样做，让我们声称这个承诺，这是我们在基督，并把它放在第一人称。

”我的上帝会根据他在基督耶稣的荣耀中致富， 提供 \[我的\] 的每一个需要。

知道这一点有助于我们专注于最重要的事情：寻求神的国度和他的正义。

这使我到了第三点。

第 3 点。寻求神的国度和他的正义（第 33节）
马太福音 6：333″但首先寻求上帝的国度和他的正义，所有这些东西将添加到你。

神的国度和正义是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不能不讲正义就谈论国度。

因为没有正义，没有人能进入这个国度。

只有基督有资格成为神的国度的完美公民。

他是唯一一个完全渴望做父亲的意志的人。

与亚当相反，当撒旦诱惑他时，耶稣并没有因为食物而违背上帝的旨意。

相反，耶稣在《马太奥 4：4》中说：

”它写到，‘人类不能只靠面包生活，而应该靠来自上帝嘴边的每一个字生活。

耶稣并不忧虑食物。

对耶稣来说，做他父亲的意志比食物本身对生活更重要。

约翰 4：34
”耶稣对他们说，’我的食物是做他送我的意志，完成他的工作。

事实上，耶稣的生死，满足了我们需要的所有正义。

寻求上帝的国度意味着相信他拥有并统治一切事物。

当我们这样做时，上帝会提供我们需要的东西，只要它符合他的意志。

就像我们在关于婚姻的布道系列中看到的一样，由于亚当的倒台，一切都出了问题。

但感谢上帝对上帝的完美服从。

耶稣有完美的正义，所以他是神的国度的完美探索者。

我们不像他。

所以，要我们寻求神的国度，基督必须背着我们。

因为只有基督才有这个国度所需要的正义。

你信任他了吗？

我们相信只有耶稣才能承载我们，我们了解到上帝是一切事物的过路人。

我们知道，他是唯一一个能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的人。

我们明白，在上帝的国度里，我们满足了所有的需求。

寻求那个国度成为我们的首要任务。

我们如何寻求这个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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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和主，我们寻求神的国度，通过调整我们的意志，我们的天父的意志。

寻求上帝的国度包括以下内容：

接受他作为国王和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主。

这取决于他的规则和承诺他的服务。

信任他，相信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信仰和生命，相信今生以及未来需要的一切。

因为对于那些在基督里的人来说，伟大的事情尚未到来。

”没有眼睛见过， 耳朵也听不见...”（科林蒂安斯 2：9）。

你相信这个吗？

或者你只是觉得这些只是一些空洞的宗教思想？

这是真正的我的朋友。

是的，你这辈子需要物质资源。

是的，你希望你们的关系好好。

但你首先需要上帝

所以，寻求他的国度和他的正义。

通过信任耶稣的生死和复活，为你寻求与他的关系。

请他让这个信息真实到你的心。

他提供了几种恩典来帮助我们今生。

其中包括祷告、与基督中的兄弟姐妹联谊会、礼拜和研究神的话。

当我们听到传道和参与圣餐这个词时，我们也会得到恩典。

当焦虑和焦虑的时候，这些事情赋予了我们的信心。

神的孩子，让我们不要忧虑，因为我们的天父关心我们。

相反，让我们寻求上帝的国度，而我们住在这里，在他的统治下。

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祷告：

主啊，谢谢你喂我们

谢谢你提醒我们你的关心。

帮助我们不要忧虑我们的情况。

我们希望成为首先关心你们国度的人。

当你的精神赋予我们权力时，我们希望成为信任我们与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结合中正义的人。

因为在他身上，我们可以保证他为我们获得的永生和国度公民身份。

因此，天父，无论如何，帮助我们快乐和平静。

和我们在一起，永远领导我们。

以耶稣的名义，我们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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