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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所以我告訴你們，不要為生命憂慮吃甚麼，喝甚麼；

為身體憂慮穿甚麼。生命不勝於飲食嗎？身體不勝於衣裳嗎？
26 你們看那天上的飛鳥，也不種，也不收，也不積蓄在倉裡，

明天 - 晴天？陰天？

它也不勞苦，也不紡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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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然而我告訴你們，就是所羅門極榮華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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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有一句話說：
「人無遠慮 必有近憂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道盡了眾生的苦障。
大概是這個原因，每逢歲末年終，
媒體一定去訪問占卜星相的術士，
就來年的運程做 番的預測…
就來年的運程做一番的預測
大家對於未來，總是有很多的擔憂
 大家對於明天，還有很多放不下的糾結
很多人對於未來、明年、明天，
有很多很多的憂慮
有很多很多的憂慮，
所以有很多人想要預測，我們總以為：
果 能夠
能夠 道的
如果說能夠把握、能夠知道的話，
我們就能夠趨吉避凶 –
靠近吉祥的、躲避凶險的，
能夠這樣的話，我們的日子就會比較好過。


你們的天父尚且養活牠。你們不比飛鳥貴重得多嗎？
27 你們哪一個能用思慮使壽數多加一刻呢？
28 何必為衣裳憂慮呢？你想野地裡的百合花怎麼長起來；

他所穿戴的，還不如這花一朵呢！
30 你們這小信的人哪！野地裡的草今天還在，明天就丟在爐裡，
神還給它這樣的妝飾，何況你們呢！
31 所以，不要憂慮說，吃甚麼？喝甚麼？穿甚麼？
32 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你們需用的這一切東西，你們的天父是知道的。
33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34 所以，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
所
不要為明天憂慮
為
自有
的憂慮
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

從積極的地方去看，遠慮近憂，促使人為將來計畫布署、
以應不時之需 這不 定是壞事情
以應不時之需，這不一定是壞事情。
也就是說我們對將來做一些預測，
然後因為這些預測來做一些布署，
未雨綢繆、積穀防饑，
是 個負責任 有擔待的生活態度
是一個負責任、有擔待的生活態度。
相反，有一些人就不管明天怎麼樣，有酒今天醉，
 這不過是一時為沮喪的朋友打氣的話而已，
講這句話的人也不一定會一以貫之
 講這句話的人不會碰到困難的時候
講這句話的人不會碰到困難的時候，就想都不想
就想都不想
就再去喝酒，反正有酒今天醉、不管明天怎麼樣
講這句話的人當碰到情況時，有時候還要想一想
講這句話的人當碰到情況時
有時候還要想 想 –
明天會怎麼樣、要怎麼樣計畫、回應…
小時候不是有一個撲滿嗎？就把錢存在裡面，父母親
小時候不是有
個撲滿嗎？就把錢存在裡面 父母親
就希望孩子能夠培養一種習慣：為將來做預備。

所以為將來做預備，不是一個壞的事情，因為這樣子
 對將來有一種想法、計畫、預測，
對將來有 種想法 計畫 預測
也不見得是不很現實的，
 像今天很多人都有買保險，為什麼呢？
就是圖一個計畫 – 無論將來發生怎麼樣的事情，
保險就是給我們 種的可能性
保險就是給我們一種的可能性
使得我們在事情真發生的時候，有一種的有把握地回應；
也就是為下雨天準備的 種學習和實踐
也就是為下雨天準備的一種學習和實踐。
所以對明天產生一種的想法、
做 種合理的猜想 預計
做一種合理的猜想、預計，
是可以理解、也不見得是壞事情。
問題來了！
如果說我們真的是知道明天、明年、未來是怎麼樣，
生活會不會就因為這樣子比較踏實
生活會不會就因為這樣子比較踏實，
日子會不會因為這樣子就比較好過呢？

太六34 所以，不要為明天憂慮，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

耶穌說的不是有酒今天醉，安慰有糾纏的人，
祂是宣告生命的真相：不管明天是晴天、陰天，
那還是天父掌管的一天。
所以耶穌說：不要管明天，要先搞清楚祂的國和祂的義，
因為你活在祂的愛裡面。
時間，過去、現在、將來，都是生命的現實和伙伴，
可是時間不是我們生命的主宰，
 明天，不論是晴天、陰天，
都不能成為我們生命的主宰，
它只是提醒我們：
必須走在指向天父的那個道路上面
 晴天、我們感恩，陰天、讓我們謙卑，
每 天我們都可以很勇敢 很認真 很喜樂地過
每一天我們都可以很勇敢、很認真、很喜樂地過，
因為無論是情天、陰天，總是天父帶領的一天

假如你有一個水晶球，知道過去、未來的事，
你會覺得這樣的日子好過嗎？
我提出幾個想像的情形，讓你去思考一下…


大伙兒決定週末去郊遊，興高采烈地預備，
大伙兒決定週末去郊遊
興高采烈地預備
可是因為你有水晶球，知道那天一定要下大雨…
你能夠分享他們的興高采烈 興奮 高興嗎？
你能夠分享他們的興高采烈、興奮、高興嗎？

假如你知道公司下一個月就要倒閉了，
這個月你怎麼上班？
 你的孩子要考試了，
你知道你的孩子一定會成為狀元，
會怎麼樣預備考試呢？還要預備嗎？




你知道你一定考不上，
你知道你
定考不上，
請問這一年你能準備嗎？一定會說預備有用嗎？
你會認為這樣的生活 – 完全知道將來、未來的生活，
完全知道將來 未來的生活
會比較踏實、比較好過嗎？

我們是活在時間的空間的裡面，生存的環境沒有辦法選擇，
有很多的經歷 都不是我們能夠控制的
有很多的經歷，都不是我們能夠控制的。
這一切的過去、成為今天的自己，
有很多可以選擇、有更多是不能選擇，
無論怎麼樣，
 選擇做得好的過去，今天我們把它看成晴天
 不能選擇或選擇得不好，把它看成陰天
這 切都沒能成為你生命的主人
這一切都沒能成為你生命的主人。
有些朋友因為小時候，
在很艱困的環境成長 培養出 種扭曲的性格
在很艱困的環境成長，培養出一種扭曲的性格，
使得他沒有辦法跟人正常地相處，這是很可惜。
如果我們能夠體會 能夠明白
如果我們能夠體會、能夠明白，
儘管在最艱困的處境，上帝的恩典還是化腐朽為神奇，
使我們在艱困當中、活出一個新的生命出來的話，
我想過去再艱困，還是可以靠著主來過活的。

我不知道明天會不會成為你的糾纏？
過去 是不是你的難過 遺憾的地方？
過去，是不是你的難過、遺憾的地方？
我不知道現在、今天，
是你得意、還是失意的時候？
真正掌管時間的是天父上帝，所以讓祂來掌管你的生命。
因為祂掌管你的生命，你要做的是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
成為祂天國的子民，尋求祂彰顯的那種的義，
使得你的生命有一個正確的方向
使得你的生命有
個正確的方向 –
不再被過去所論斷、所咒詛，
也不被明天的不知而威嚇
也不被明天的不知而威嚇，
活在一種喜樂和勇敢當中。
糾結、糾纏你的，究竟是明天、是現在、還是過去呢？
糾結
糾纏你的 究竟是明天 是現在 還是過去呢？
在過去有沒有一些經歷、人士，使得你有很難過的經歷？
有沒有 些的經歷讓你覺得有出人意外的平安
有沒有一些的經歷讓你覺得有出人意外的平安，
享受上帝賜給你的恩惠呢？

有一次我帶著我的小女兒走過路旁有很多的木棉樹，
小女兒就問： 「這是什麼樹呢？ 」
 因為它有棉出來，所以叫木棉樹，
有些地方叫英雄樹，一枝樹幹橫生樹枝
 當它身上沒有樹葉、沒有花朵的時候，
還是那麼勇敢地生活 挺直 挺拔的，
還是那麼勇敢地生活、挺直、挺拔的，
來見證造物主，所以它是英雄樹
我說：女兒啊，妳長大的時候也得像英雄樹 –
 有些日子妳長滿了綠葉、非常的漂亮
 有些日子妳長滿了紅花
有些日子妳長滿了紅花，非常的美麗
非常的美麗
 一定有一天樹葉抖下來、看起來什麼都沒有，
妳要像木棉樹 樣 勇敢 英雄 挺拔
妳要像木棉樹一樣，勇敢、英雄、挺拔，
在寒冬裡堅忍地站著、見證造物主的慈愛
我覺得她在那 刻學會了 長大能夠學會樹木 人 –
我覺得她在那一刻學會了，長大能夠學會樹木、人
不為明天憂慮，能夠先求上帝的國和祂的義。

回想過去你是怎麼樣走過來呢？
我想我們是在時間的限制裡面，
我想我們是在時間的限制裡面
可以分享很多，每一個弟兄姐妹
都會在自己的處境當中，常常面對挑戰。
我記得我的女兒還很小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在香港，
小孩子的學校附近種了很多的木棉樹。
它基本是一種喬木、長得挺高的，
樹幹橫生出來很多的樹枝，
到了幾乎是冬末初春的時候
到了幾乎是冬末初春的時候，
就會長出很豔麗的紅色花朵，
這 花還
這個花還可以中醫入藥的。
中醫 藥的
花落下來以後，夏天就會有些綠的葉，
冬天的時候綠葉就沒有了，
整個樹什麼都沒有，就是一個樹幹、好些樹枝。

親愛的天父上帝，我們再一次謝謝你，
親愛的天父上帝
我們再 次謝謝你
因為我們的確為了時間有很多的擔憂、很多的難過，
今天你藉著你自己的兒子再次提醒我們：
在時間的限制之下，
我們依然要知道生命的中心 –
就是你的國和你的義。
就是你的國和你的義
讓我們再一次地知道、相信，並且確認
你就是我們生命的主宰！
無論明天是怎麼樣的一天、
無論過去是怎麼樣的過去、
無論過去是怎麼樣的過去
無論今天是得意或者失意的今天，
我們願主帶領我們每一位的聽眾朋友，
先求父的國和父的義！
這樣的禱告和決志，是靠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