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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创世记18:10-11, 13-14
10 [耶和华說]……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11亚伯拉罕
和撒拉年紀老邁……13耶和华對亚伯拉罕說……14耶和华豈有

難成的事嗎？到了日期，明年這時候……撒拉必生一个儿子。

价值450万英鎊的哥倫比亚号太空船升空了，留下一尾长长的

熱焰。两分钟之后，它已升到37公里的高度。它以每小時2万

7千公里的速度環繞地球。試想要多大的力量才能推动這麼巨大

的火箭以高速穿越太空呢？

你知道神比這些更有能力嗎？圣经說：“耶和华......大有能力。”    
(那鴻書1:3) 祂創造天地，祂說有就有！祂是全能的，统治万国。
祂的能力无窮，可以讓任何事情发生。  

圣 经 提 及 亚 伯 拉 罕 和 撒 拉 。 神 應 許 他 們 会 有 許 多 的 孩 子 ，
但他們許久都沒有生小孩。有一天，當亚伯拉罕和撒拉將

近100歲時，神差天使對亚伯拉罕說，明年撒拉会生一个

儿子。這是不可能的。撒拉暗笑。創世記18:14記載：“耶和华

豈有難成的事嗎？”撒拉果真生了儿子！因神是全能的，祂能讓

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你下次遇见難題時，要記得神是大有能力

的，祂愿意帮助你。

想一想！
神在哪些方面展現祂的能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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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神說：

告訴神祂是何等偉大并有能力！當你遇到看起來

似乎不可能的難題時，求神帮助你信靠祂。

神的能力有多大?



2 
歌罗西书 1:15-17 
15愛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
先。16因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論是天上的，地上的；能
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執政的，掌權
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為他造的。17他在万有之先；      
万有也靠他而立。

你的媽媽曾否對你說：“你負責啊！”當你負責做某些事情時，你

就像一个统治它的国王一样，你可以控制并負責查看任务已被  

執行。

你曾否問過：誰在負責整个世界？圣经告訴我們神是至高的掌權

者，意思是祂負責或掌管一切。祂是最高的统治者，沒有任何是

在神之上。神一直统治着每件事和每个人。除非神容許，否則什

麼也不会发生。一年52个星期，一星期7天，一天24小時，祂日

夜掌管着一切。祂不打盹也不休息。

神会统治多久呢？圣经說：“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遠遠。”        
(出埃及記15:18)神過去一直在掌管一切，也將永遠掌管一切。對

你來說，這是什麼意思呢？无論在你生命中发生了什麼事，你都

不需要害怕或忧愁，因為神正在掌管。祂愛你和希望你全然信靠

祂。神是最偉大的，祂是至高的掌權者。祂是万王之王。

想一想！
哪一个字詞的意思是“神掌管一切”？

愛  至高的掌權者  信靠  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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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神說：

讚美神，祂掌管一切。 

求神帮助你每天信靠祂。 

誰負責？



3 
罗马书 8:26, 28  
26况且，我們的軟弱有圣灵帮助；我們本不晓得當怎样禱告，
只是圣灵親自用說不出來的嘆息替我們禱告……28我們晓得万
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神是至高的掌權者，祂掌管一切。神按自己的心意行事。祂决定

我們能否按照計划而行。祂對人有全面的管理權。若神不允許，
某件事便絕不会发生在我們身上。

你有沒有想過，在你生命中有些事情是你沒辦法控制的？或許你

所愛的人在意外中受傷；或死于可怕的疾病；或許你的家庭面

對很大的困境；你的父母其中一位或两位都失业了；或許有些人 

惡待你。當你生病或遇到困難時，你必須相信神愛你并且每件事

都在祂的掌管之下。即使你認為情况對你不利，但祂会做出對你

最好的事。 

圣经說：“我們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处，就是

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羅马書8:28)在你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事，  

沒有什麼太小的事情是神不知道的；也沒有什麼太大的事情是祂

无法掌管的。當你不明白為何事情会发生時，只要記住神仍在掌

管。你要信靠慈愛的父神。

想一想！
當你面對困難時，你應該記住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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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神說：

感謝神掌管你的生命！求祂帮助你記住，
祂愛你并会做出對你最好的事。

神在掌管我嗎？



4 
腓立比书 4:6-7
6應當一无挂慮，只要凡事借着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
所要的告訴神。7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里  
保守你們的心怀意念。

神未曾應許祂的儿女不受患難和痛苦。神容許困難的事发生在我

們的生命中，因為祂為我們实行祂的計划。

信靠神和听从祂的話是同样重要的。當你不信靠神時，你就是  

怀疑神正在掌管、怀疑神是美好的。神希望你每天学習信靠祂。
无論在順境或逆境時，祂都希望你信靠祂。信靠神的意思是全心

相信祂在掌管，以及祂所做的都是對你最好的。

你的生命如何表明神在掌管呢？當你面對難題時，你的第一个  

反應應該是信靠神(倚靠祂)。你可以信靠祂，因你知道神允許   

這个難題存在是有原因的。向神禱告，把你的難題告訴祂。當

你信靠神，祂会賜你平安，讓你的心里有平靜。感謝祂在你的生

命中工作，讓你更像耶穌。

想一想！
指出你應該信靠神的時候。

順境的時候    从來沒有    逆境（困難）的時候   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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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神說：

求神帮助你在順境和逆境時都信靠祂！ 

求祂賜給你祂的平安。

我的生命表明神在掌管嗎？



5 
罗马书 5:6-8 
6因我們還軟弱的時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為罪人死。7為义
人死，是少有的；為仁人死，或者有敢做的。8惟有基督在我
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

你知道什麼是“愛”嗎？當你愛一个人時，你会想接近他、照顧他，
為他做一些對他有益的事。如果他犯了錯，你很快就会原諒他。

神的愛比我們對其他人的愛更偉大、更奇妙。神在耶利米書31:3

說：“我以永遠的愛愛你。”神的愛是如此偉大，祂的慈愛存到  

永遠！祂對你的愛永不止息。

神沒有一刻是不愛你的。在你出生前，祂已愛你。祂清楚知道你

何時出生，你的头发和眼晴的顏色，你的父母是誰。祂非常愛你，
祂想把最好的賜給你。

神是如此愛你，甚至差派祂完美的獨生子主耶穌，代替你死在   

十字架上。耶穌死在十字架上是神愛的最好寫照。祂已经應許：
如果你相信耶穌為你的救主，將來有一天祂会帶你去天堂，永遠

与祂同住。你看到神有多愛你嗎？

想一想！
神如何顯明祂有多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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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神說：

感謝神對你的大愛， 

求神帮助你愛祂，并將你最好的献給祂。

神有多愛我？



6 
申命记 7:8-9 
8只因耶和华愛你們，又因要守他向你們列祖所起的誓，就用
大能的手領你們出來，从為奴之家救贖你們……9所以，你要
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愛他、守
他誡命的人守約，施慈愛，直到千代。

有人曾经違背過對你的承諾嗎？你真的相信某个人，但他却讓你

失望了。或許你曾想過，你到底能依靠誰？

圣经說，有一位永遠不会讓你失望的，祂永遠不会違背祂對你

的應許——那就是神。神永遠忠于祂的話并且信守祂的每一个

應許。既然神是完美的，祂不能讓你失望，哪怕是一次也不

行！圣经說：“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

信实的神。”(申命記7:9)這个真理，應該讓你在每天的生活中得

到平安和信心。

如果你對神不忠(不守信)怎麼辦？如果你讓祂失望了呢？祂仍会

對你信实(守信)嗎？祂会讓你失望嗎？即使我們對神不忠，最奇

妙的事是祂仍對我們信实。當事情沒有如你所愿的发展，你的難

題好像沒完沒了，你可以确信神不会讓你失望。感謝祂是信实的，
每一天都与你同在。

THINK ABOUT IT!

誰永遠不会違背對你的應許？

神                              其他人                      撒但

想一想！
誰永遠不会違背對你的應許？

   神                             其他人                        撒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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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神說：

感謝神，祂常常与你同在，                                             

永遠不讓你失望。感謝祂每天是信实的。

神會讓我失望嗎？



7 
以赛亚书 55:8-9 
8耶和华說：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
道路。9天怎样高過地，照样，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
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

你有沒有遇到過自以為什麼都晓得的人呢？或許他可以回答你  

所有的問題，或在学校的測驗中得到“A”的成績。你認為他是世

上最聰明的人。无論你的朋友知道多少，与神相比，他什麼都不

知道。神知道一切。

神拥有所有的知識——祂知道世上的一切。因神是全智的，祂用

最好的方式使用所有的資料。因祂創造万物、了解万事，祂有

完美的計划。祂知道什麼對你是最好的，神以祂的智慧為你实行

祂的計划。神完全知道祂在你的生命中容許什麼，即使有些是很

困難的事。祂透過這些事在你身上工作，是為了你的好处和祂的        

荣耀。你的慈愛天父所容許、发生在你生命中的每一件事情都是

既明智且美好的。

圣经說：“耶和华啊，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   
(詩篇104:24)神造万物，祂知道一切。祂愛你，希望你完全信靠

祂。今天你愿意信靠祂嗎？

想一想！
指出正确的句子。

   神知道一切。                人知道一切。 

   你知道什麼是最好的。    神知道什麼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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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神說：

讚美神知道一切。告訴神你会信靠祂，                             

并知道祂会处理好一切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

神知道一切嗎？



8 
马太福音 6:25-26 
25“所以我告訴你們，不要為生命忧慮吃什麼，喝什麼；為身
体忧慮穿什麼。生命不胜于飲食嗎？身体不胜于衣裳嗎？26你
們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積蓄在倉里，你
們的天父尚且養活它。你們不比飞鸟貴重得多嗎？”

我們每一个人都有需要——我們必須拥有的东西，如食物、衣服

和住所。或許你的父母会帮你处理這些事情。但你是否知道，其

实這是神為你預备，好叫你的需要得着滿足？

神知道你的基本需要。祂也知道你需要被愛、被接納、感到安全

和受保护。或許那些本該照顧你的人无法滿足你的需要。你的家

庭或許不得不依靠他人的帮助。有時候，你会嘗試滿足自己的  

需要。然而，神希望你首先要仰望祂來供應你的需要。祂是你

的天父，祂比任何人都更關心你。

供應你的所需，對神來說并非是太大和太難的事。祂應許：“我

的神......使你們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腓立比書4:19)神拥有

世界上所有的丰富。祂毫无缺欠，所以祂能滿足任何需要。

神不是應許供給你所渴想的一切，但你的需要永遠不会得不到滿

足。倚靠神，把你的需要告訴祂，信靠祂会供應你的需要。

想一想！
哪些是神能供應的需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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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神說：

感謝神，祂有能力來滿足你一切                                            

的需要。求神帮助你信靠祂。

神為我做了什麼？



9 
以赛亚书 40:28-29 
28你豈不曾知道嗎？你豈不曾听见嗎？永在的神耶和华，創造
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測度。29疲乏
的，他賜能力；軟弱的，他加力量。

你曾想過神整天在做什麼呢？神在世上到底做什麼？首先，你要

知道神造了天地和其中的一切。圣经說：“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
并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這一切都是

你所保存的。”(尼希米記9:6)神是一切的主人。

另一件神在世上做的事，就是统管祂所造的一切。神對一切有全

面的管理權。祂對整个宇宙、动物、各国和世人都有管理權。祂

對大自然——阳光、雷、电、雨和雪都有管理權。大自然都听从

神的吩咐。神讓世上的一切都按着祂的計划進行，并且常關注祂

所造之物的益处。

是不是有時候似乎神不在掌管呢？或許是因為世上发生了太多不

好的事，但神仍看顧每件事。你不需要担心，因神正在看顧這个

世界，祂也在看顧你。

想一想！
說出神在世上對哪五件事有管理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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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神說：

感謝神，祂掌管世界和世上的一切。                                

求神帮助你信靠祂，而且不要担心。

神在世上做什麼？



10 
诗篇 139:13-15 
13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14我要稱
謝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為奇妙，這是我心深知
道的。15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絡；那時，我的形体
并不向你隱藏。

你曾否嘗試向朋友解釋一些事情而他只是盯着你嗎？或許你会想，
難道沒有人了解我的想法和感受嗎？ 

神知道世上的一切，祂也知道關于你所有的事情。圣经說: “我

坐下，我起來，你都晓得；你從遠处知道我的意念……你也深

知我一切所行的。”(詩篇139:2-3)神明白你任何時候的想法               

和感受。无論你早上醒來或晚上睡覺，祂都知道。祂看见你的  

眼泪和听见你的笑声。你感到挫敗和忧愁時，祂都知道。
祂知道你所做的最微小的动作。祂也知道一切隱藏的罪。雖然

神知道你的一切，但祂仍然愛你！

你生命中沒有一件事情是神不知道的。或許沒有人了解你和你的

处境，但神却完全了解。祂知道你的過去、現在和將來。因神知

道未來，所以祂会讓你做好准备。明白神知道你的一切，不是很

好嗎？你要信靠祂会為你預备最好的。

想一想！
神知道并且了解你的過去，現在和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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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知道發生在我身上的事嗎？

向神說：

感謝神，祂知道你的一切并且愛你。                                

求神帮助你信靠祂会為你做，對你最好的事。 



11 
箴言 3:5-6 
5你要專心仰賴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6在你一切所行
的事上都要認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你是否覺得沒有人關心你？當困難的事臨到你身上時，你可能  

覺得自己很孤單。但有一位時常關心你——那就是神。

若你相信耶穌基督為你的救主，你要信靠神会看顧你。或許你  

放学回到家要獨自一人，因為父母仍在上班。或許你住在充滿

暴力的地方，你担心自己的安全。有時感到害怕是自然的事——
這世界可能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方! 你認為神知道你生命中的

危险嗎？是的，祂關心你。當你感到孤單和害怕時，應該怎麼

做？圣经說：“你們要將一切的忧慮卸給神，因為他顧念你們。”  
(彼得前書5:7)无論是什麼難題，神都会看顧你。

因你是神的儿女，祂對你的生命有一个計划。无論情況多麼困難，
祂都能幫助你解决。當你面對困難時，把它告訴神。想想祂多麼

有能力——祂可以做任何事！感謝神，祂愛你和關心你。

想一想！
當你遇到困難時，你應該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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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關心我嗎？

向神說：

感謝神對你的關心和愛。                                               

求神帮助你在每件事上都信靠祂。



12 
诗篇 23:1-3
1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2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
領我在可安歇的水边。3他使我的灵魂苏醒，為自己的名引導
我走义路。

大衛是个牧童，他在离家很遠的地方照顧他的羊。他帶領羊儿吃

青草和喝清澈的水。有時大衛会彈奏竪琴。他愛神，創作了許多

關于神的詩歌。大衛常常在思想神。

你整天会思想神嗎？你知道嗎？即使你看不见祂，祂仍与你同在！
你應每天多次思想祂。當你看见花儿或听到小鸟唱歌時，你可以

想一想神是多麼的奇妙。當你上学或玩耍時都思想神，你就会想

要討神的喜悦。

如果你在玩耍時思想神，你就不会易怒或自私。如果你做功課時

思想神，你会做得更好。若你常常思想神，你怎会犯罪呢？你又

怎麼会担心或忧愁呢？圣经說：“堅心倚賴你的，你必保守他十

分平安，因為他倚靠你。”(以賽亚書26:3)神希望你常常思想祂。

想一想！
說說一天中，你会思想神的一些時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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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神說：

感謝神，祂与你同在。                                                  

求神帮助你常常思想祂和記住祂是何等的偉大。

我怎樣才能每天都察覺神呢？



13 
诗篇 111:7-8 
7他手所行的是誠实公平；他的訓詞都是确实的，8是永永遠遠
堅定的，是按誠实正直设立的。

如果神突然决定祂不想再做神了，怎麼辦呢？如果祂停止掌管我

們的世界，那会是多麼可怕啊！如果神改变了對我們的愛及原諒

我們的想法，我們就无法繼續下去。

好消息是這永遠不会发生，因為神永遠不会改变！圣经說：“从亘

古到永遠，你是神。”(詩篇90:2)神不会变老，祂不会獲得新的

能力，或失去祂已经有的能力。祂不会变得更强、更弱或更聰明。
祂不会变得更好——祂已经是完全的！

神的話永遠是真理。神永遠不会改变對罪惡及赦免的想法。     

祂對你的愛不会比現在增多或減少。祂說：“我以永遠的愛愛

你。”(耶利米書31:3)

因為神永不改变，你可以依靠祂。祂常常在你身旁。祂永遠

愛你，原諒你。祂总是為你做對你最好的事。祂会永遠信守               

祂對你的應許。最棒的是，你可以期待在天堂与祂永遠在一起！

想一想！
完成這句子：我很高兴神永遠不改变，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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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神說：

感謝神，祂永不改变。求祂帮助你                                   

記住祂一直与你在一起，并要信靠祂的應許。

神會改變嗎？



14 
使徒行传 16:23, 25
23打了許多棍，便將他們下在監里，囑咐禁卒嚴緊看守……   
25約在半夜，保羅和西拉禱告，唱詩讚美神，众囚犯也側耳而
听。

“將他們下在監里，”憤怒的群众可能在當日一边這样喊叫，一边

攻擊保羅和西拉。官长命令兵丁用杖把他們打了多次。他們的背

部流血，被囚在監獄里。在幽暗的監獄里他們抱怨是多麼容易呢！
但是他們沒有這样做。

圣经說，保羅和西拉開始禱告，唱詩讚美神。其他囚犯和獄卒听

见他們的歌声。保羅和西拉在困難的時候，向身边的人作见證。
這時是在半夜，突然，地大震动，監獄的门打開了。獄卒以為他

們已经逃走了，于是想自殺，但是保羅制止了他。獄卒說：“我當

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們向他作见證，當晚獄卒及其家人相信了

耶穌基督。(使徒行傳16:25-31)

你是否正在经歷生命中的困難時刻？緊記保羅和西拉所作的。他

們禱告并讚美神。他們的正确態度是周圍人的见證。你的態度如

何？在你困難的時候，你会讓神使用你作见證嗎？

想一想！
在困難時刻，哪些事情会是一个很好的见證？

禱告  發怒  唱詩讚美 

  抱怨  閱讀圣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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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神說：

求神帮助你拥有正确的態度，                                         

這样你就可以為衪作美好的见證。

在困難的時候，我如何作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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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前書 5:6-7

6所以，你們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時候，他必叫
你們升高。7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神，因為他顧念你們。

你曾經玩過拼圖嗎？當你倒出所有的碎片時，真的一團糟！不過，
每片都有一個特定的位置。當所有碎片被放在正確的位置時，就

會看見一幅美麗的圖畫！

神對你的生命有一個計劃，也有許多片。神為你安排了許多美好

的事物，也容許困難的事發生在你身上。就好像一幅大拼圖一樣，
神以獨特的方法把這些事放在一起，這叫做神的安排。意思是神

常常顧念祂的兒女，並掌管他們生活中所發生的一切。聖經說：“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羅馬書8:28)

有時，你可能不明白為什麼某些事發生在你身上，但沒有一件事

讓神感到意外。你要為神的安排讚美祂，即使你看不出來這個拼

圖的結果會怎樣！每一天尋找神作工的方式。祂總是知道並做出

最好的事。今天要為祂的旨意感謝祂。

想一想！
說出神在你生命曾容許發生過的一件好事或困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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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神說：

感謝神在你生命中的安排。                                             

求神幫助你在所有發生的事情中信靠祂。

神的安排是什麼？



16 
以弗所書 2:8, 10

8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
所賜的……10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裏造成的，為要
叫我們行善，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

“為何我在這裏？”許多人都曾問過這樣的問題。神讓你生活在世

上有原因嗎？答案是：有的！神做任何事都是有原因的。人類在

地球上生生不息，但活著的意義不止於此。

在祂完美的計劃裏，神造你與眾不同。沒有其他人跟你一

樣，即使你是雙胞胎！你的個性、你思考事情的方式、令你

笑或哭的事——一切都使你與眾不同。神刻意造成你這樣，你

是獨一無二的！

神想你成為怎樣的人也是有一個目的(計劃)的。祂想要你一生

榮耀祂。神在聖經上說：“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是賜

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災禍的意念，要叫你們末後有指望。”                           
(耶利米書29:11)神對你的生命有美好的計劃。在祂的旨意裏，
祂只允許最好的事發生。既使當艱難的事發生，記得神有一個  

目的——一個計劃——祂正在為你的益處和祂的榮耀工作。

想一想！
雖然你會  艱難的事，記得神在你生命中

有一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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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神說：

感謝神造你與眾不同。感謝祂在你生命中                           

有一個美好的計劃。信靠神要成就祂所定的計劃。

神對我的生命有目的嗎？



17 
創世記 41:15-16
15法老對約瑟說：“我做了一夢，沒有人能解；我聽見人說，
你聽了夢就能解。”16約瑟回答法老說：“這不在乎我，神必將
平安的話回答法老。”

聖經記載一個名叫約瑟的年輕人。他與十位哥哥一起成長！     
約瑟的爸爸最愛他，甚至給他一件美麗的衣服，約瑟的哥哥卻

十分妒忌他。 

有一天，哥哥在野外牧養爸爸的羊，他們看見約瑟來了，就脫掉

他美麗的衣服，把他扔進深坑裏。然後，把約瑟賣作奴隸。約瑟

經歷了很多艱難的日子。他甚至因為一些他沒有做的事情而被關

進了埃及的監牢。

約瑟在監牢的時候，埃及王作了一個奇怪的夢。神賜約瑟智慧去

明白這個夢。王獎勵約瑟，賜他重要的職位。神告訴約瑟要儲備

大量糧食，因為很快就會有飢荒了。約瑟順服，於是許多人從 

饑荒中得了拯救。

神對約瑟的一生有美好的計劃，雖然有時很艱難。神的目的是讓

約瑟學習信靠和順服祂。約瑟的艱難時期使他預備好去做神交給

他的重要工作。約瑟照著神的計劃去行，他的一生都榮耀神。

想一想！
在約瑟生命中，你從哪兩個方面看到神在約瑟生命中的安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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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神說：

感謝神造你與眾不同。                                                  

信靠神在你生命中成就祂美好的計劃。

神對約瑟的目的是什麼？



18 
創世記 50:19-20
19約瑟對他們說：“不要害怕，我豈能代替神呢？20從前你們
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許多人的性
命，成就今日的光景。”

想像一下你被你的家人憎恨。想像一下你被當作奴隸賣掉。想像

一下因為你沒有做的事情而被關進監獄。這些艱難的事都發生在      

聖經人物——約瑟的身上。 

他是如何回應的？他向神發脾氣嗎？他向哥哥報復嗎？沒有！  
雖然非常艱難，但約瑟仍然信靠和順服神。他辛勤工作，事事盡

力做到最好。約瑟受了許多苦，後來成為埃及的一個重要人物。

有一天，他的哥哥們來買糧。他們沒認出約瑟，但約瑟認得      

他們。約瑟有權懲罰他們，不過他沒有這樣做，約瑟反而原諒了

他的哥哥們！他說：“從前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

好的。”（創世記 50:20)約瑟的餘生都在照顧他的家人。

約瑟看出每一樣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都是神的計劃。神顧念

他並成就了祂的目的。雖然人有邪惡的計劃，但神的美好計劃         

永不落空。約瑟以饒恕和信靠神的安排回應了自己的艱難時刻。
你怎樣回應你的艱難時刻呢？

想一想！
在你生命裡你有什麼艱難的事情需要信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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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神說：

感謝神，將你生命中的壞事                                             

變成好事。求祂幫助你原諒別人。

約瑟如何回應艱難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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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書1:2, 12

2我的弟兄們，你們落在百般試煉中，都要以為大喜樂……     
12忍受試探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經過試驗以後，必得生命的
冠冕；這是主應許給那些愛他之人的。

“不公平！”“為什麼不好的事情總發生在我身上？”你曾經說過或

想過類似的話嗎？我們生活中都經歷過艱難的時刻，家人疾病或
離婚都是很難熬的經歷，或許因為父母沒有工作以致你和家人沒

有地方住。又或許有人因你是基督徒而取笑你。

在艱難時刻，你可能很容易對神發怒。你可能想：“如果神真的愛

我，祂就不該讓這些不好的事情發生。”這種想法不太正確。神

總是愛你和顧念你！神總是在你身上成就祂的計劃。神使用艱難

時刻幫助你更信靠祂。這樣，其他人就會看見耶穌在你身上所作

的工，而你的生命就可以榮耀神。

當艱難的時刻來臨時，記住神是至高的掌權者，祂在掌管！祂知

道發生在你身上的一切，並且只讓最好的事情發生。告訴神你的

感受。求祂幫助你信靠祂。求祂賜給你內心的平靜。然後，耐心

地等待神為你的好處成就一切。

想一想！
寫一張便條給神，告訴祂你對現在自己生命裡發生的事情

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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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神說：

感謝神，因為祂為你的人生定了                                      

一個目的。求神幫助你信靠祂會成就祂的計劃。

我該如何回應艱難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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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 5:3-4
3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因為知道患難生
忍耐，4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

為什麼所發生的事不能一直都是好事呢？為什麼一定要有苦

難？原來神希望你變得像祂一樣剛強。這就是有時祂允許你

受痛苦的原因。

受苦的意思是你的身體或情感上受到傷害。有些人因為生病和

病痛而受苦。另一些人因悲傷、發怒或情感受傷而受苦。其實

這世上原是沒有苦難的。但是當始祖亞當夏娃犯了罪之後，罪就

進入了這個世界。罪帶來的結果之一就是苦難。現在每一個人都

有受苦的時候。

有時神讓苦難幫助你長得更像祂。當你等候神作工的時候，苦難

可以幫助你變得更有忍耐力。當你信靠神看顧你的時候，苦難可

以幫助你學會有勇氣。

神 從 不 讓 你 獨 自 受 苦 ， 祂 總 是 幫 助 你 的 。 總 有 一 天 ， 神

會從祂兒女身上拿走所有的苦難。在那之前，你仍要信靠

祂與你同在。在受苦的時候，讓祂幫助你內心依然平靜。
讓神在你的生命中使用苦難來幫助你越來越強壯。

想一想！
有哪些原因導致人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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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神說：

感謝神是良善和滿有智慧的。感謝祂                                

在你受苦時與你同在。求神幫助你信靠祂。

為什麼世上有苦難？



21 
哥林多後書 1:3-4
3願頌讚歸與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父神，就是發慈悲的父，   
賜各樣安慰的神。4我們在一切患難中，他就安慰我們，叫我
們能用神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

聖經告訴我們一個人，他所受的苦比任何人多。他名叫約伯，  
他的兒女在一場風暴中喪生；他失去了自己的房子和一切財物。  

他也患上了很痛苦的疾病。有些人說神在懲罰他，但約伯知道

神關心他。他把自己的難題和感受告訴了神。

你受苦的時候，你需要照著約伯所做的去做。你可能感到很生

氣，或許你以為神不關心你，但其實神關心你。把你受的苦告訴

祂，求神幫助你可以忍耐和勇敢。

神安慰祂兒女的一個方法是藉著祂的話。如果你有聖經，你可以

讀詩篇裏的一些經文。神的話說：“叫我們因聖經所生的忍耐和

安慰可以得著盼望。”（羅馬書15:4)

你向神傾訴和讀祂的話時，祂可能對你的問題給你一個答案。不

過祂也可能選擇另一個方式來安慰你。祂可能會提醒你祂愛你，
在你身上要成就一個計劃。你要像約伯一樣，深信神在工作，  
既使在你受苦的時候。讓神安慰你。

想一想！
在你  的時候，神要賜給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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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神說：

感謝神在你受苦的時候安慰你。                                      

感謝神因祂的話帶給你希望。

我怎樣才能在苦難中找到安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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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 56:3-4
3我懼怕的時候要倚靠你。 4我倚靠神，我要讚美他的話；      
我倚靠神，必不懼怕。血氣之輩能把我怎麼樣呢？  

當你身體不舒服的時候，是很難信靠神的。如果你病得很嚴重，
可能需要去醫院。你可能會很害怕，但緊記神總是知道你在哪

裏。祂就在你身邊。神是創造你身體的主，祂比最好的醫生更了

解你的身體。祂只容許對你最好的事發生。祂能夠賜智慧給醫生                

去查出病因和醫治的方法。

當你必須住醫院的時候，把你的困難交給耶穌，為你的醫生

禱告——神會幫助他知道該為你做什麼。求神幫助你勇敢起

來。你可與聖經的其中一位作者一起說：“我懼怕的時候要                  

倚靠你[神] 。”(詩篇56:3)

或許你可以與你的醫生和護士分享神怎樣幫助你勇敢的。你甚至

可以鼓勵其他感到害怕的人。無論你留在醫院只是幾天或是一段

長時間，神都會在你身邊。你可以信靠祂幫助你，顧念你！

想一想！
為什麼你病得很重或住在醫院裡仍然能夠信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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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神說：

感謝神，祂了解你身體的一切。求祂幫助你

勇敢面對，即使你不得不住醫院。

我住醫院的時候，神也會與我同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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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撒羅尼迦前書 4:13-14

13論到睡了的人，我們不願意弟兄們不知道，恐怕你們憂傷，
像那些沒有指望的人一樣。14我們若信耶穌死而復活了，那已
經在耶穌裏睡了的人，神也必將他們與耶穌一同帶來。

傑明的祖父死了。他很思念他。當傑明一想起過往與祖父一起的  

歡樂時光，就熱淚盈眶。

當你所愛的人死了，感到傷心是很正常的。哭泣是可以的。      
神明白你的感受。你會思念那個人，你會想為什麼他必須死，  
神已計劃了我們所有的日子，祂知道我們出生的日期，也知道

每個人什麼時候會死去。

聖經說：“在耶和華眼中，看聖民之死極為寶貴。”（詩篇116:15)

聖民是指相信耶穌為救主的人。當這人死了就會與主耶穌在一起。
如果你相信耶穌為你的救主，將來你可以在天堂再見到那人。你

會知道他在天堂裡很平安快樂。可能你不確定那死去的人是否 

相信耶穌，但你要相信神知道；神總是做公平和正確的事。把你

的感受告訴神，神是你的天父。你傷心的時候，祂會安慰你。知

道能夠把這些煩惱交給耶穌真是太好了，是嗎？

想一想！
對已去世的某個人，你有什麼美好的回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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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神說：

感謝神，當你所愛的人去世時，                                         
祂知道你的感受，與祂談談吧。

可以思念死去的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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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書 11:1, 6
1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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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正在坐著嗎？你有沒有先檢查椅子是否能托住你呢？沒有！
你可能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現在抬起雙腳，讓全身的重量

都放在椅子上，你現在只倚靠這張椅子來支撐你，你對這張

椅子有信心。 

聖經說: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希伯來書11:6)對神

有信心的意思是: 毫無懷疑地相信神的話，並且付諸行動。意思

是: 完全信靠祂。你相信耶穌基督為救主的時候，你把你的信心

放在主耶穌的身上。現在你是基督徒，神希望你繼續對祂有信心。 

你需要信心來處理生活中的種種難處。你需要有信心地向罪說 

“不”,你需要信心信靠神對你的計劃。在希伯來書第11章，聖經

列出一群對神有信心的英雄。他們就像你和我一樣。神把他們

的事告訴我們，鼓勵我們要有信心。神對你是信實的——你可

以對祂有信心！

想一想！
請完成這個句子：對我來說，對神有信心的意思是……

Stuck at Home © 2020 Child Evangelism Fellowship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翻译版权 © 2020 万国儿童布道团．版权所有．不得转售 中文版 2020年十二月

向神說：

感謝神，祂對你是信實的。                                               
求神幫助你在生活的每件事情上都對祂有信心。

信心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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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記上 17:45-46

45大衛對非利士人說：“……我來攻擊你，是靠著萬軍之耶和
華的名，就是你所怒罵帶領以色列軍隊的神。46今日耶和華必
將你交在我手裏……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

有一位名叫大衛的年輕人，面對一個巨大的難題！聖經記載

有一個巨人名叫歌利亞，向以色列軍隊罵陣。他取笑永生真神。      
以色列所有人都很害怕——甚至以色列王也一樣！

大衛聽見歌利亞的惡言惡語，他十分生氣。他去見掃羅王，     
說他要和巨人打仗。但大衛還年輕，他不是一個強而有力的士

兵，他怎能對付這巨大的敵人呢？

大衛知道自己不能打敗歌利亞——但神能夠。大衛告訴王，當

他替父親牧羊時，有獅子和熊來攻擊羊群。神幫助大衛殺死了

牠們。然後大衛說：“耶和華救我脫離獅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          

脫離這非利士人[歌利亞]的手。”(撒母耳記上17:37)

當你遇到難題的時候，也可以按照大衛所做的去做。回想過去

神曾如何幫助你克服難題。思想神是何等的信實和可靠。然後

信靠神會再次幫助你。神真的為大衛這麼做了！靠著神的幫助，     
大衛殺死了這個巨人。如果你信靠神，祂也會幫助你的。

想一想！
神曾用怎樣的方法幫助你處理一個大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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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神說：

感謝神，祂以前曾經幫助過你。                                        
感謝神，你仍然可以在每一個難題上信靠祂。

我怎樣才能信靠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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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後書 12:7-9
7……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體上……免得我過於自高。8為這
事，我三次求過主，叫這刺離開我。9他對我說：“我的恩典
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所以，
我更喜歡誇自己的軟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通常當人們禱告時，神會叫難題停止，但並不總是如此。在聖經

裏，一個叫保羅的人有個大難題。可能是身體疼痛的難題。不管

是什麼，保羅都想擺脫它。於是他禱告——不是一、兩次，而是   

三次！每一次保羅都求神除去他這個難題。(哥林多後書12:7-8)

神回答了保羅的禱告，但不是以你認為的方式。神對保羅說：     
“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     
(哥林多後書12:9)因為神的能力在我們軟弱的地方最好地彰顯

出來，祂對保羅的回答是：“不”。神允許保羅的難題繼續存

在。神要藉著賜保羅力量去解決這些難題，來顯明祂在保羅生命

中的恩典。  

當你禱告時神可能除去你的難題，但有時神會賜恩典讓你渡

過難關。祂希望你的生命能夠為祂帶來榮耀和讚美。有時候，         
經歷苦難可能是最好的方法。當別人看到神怎樣賜你力量去     

信靠祂時，他們會讚美祂。可能他們也會被鼓勵去信靠祂。   

想一想！
你認為為什麼神總是沒有除去你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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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神說：

感謝神，使你可以有祂的力量去經歷難題。
求神幫助你在任何時候都信靠祂。

如果我禱告，神會讓難題停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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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立比書 4:6-7

6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
所要的告訴神。7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裏保
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作為基督徒，可能從來沒有人比耶穌的跟隨者保羅所受的苦更多。
在哥林多後書11:23-33，保羅講述自己許多困難的時刻。他經常

因向人傳講耶穌而坐牢、他受許多次鞭打、他在海難中受苦、在

公海上擱淺、他被盜賊攻擊、他又被誣告做壞事。他的性命經常

處於危險之中。在生命盡頭時，保羅被關在冰冷、潮濕的地牢裏。
最終他因基督徒之名而被處死。 

保羅有沒有埋怨或為自己感到難過呢？沒有，他反而感謝

神！在黑暗的牢房裏，保羅寫下：“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                      
(腓立比書4:4)保羅怎麼能喜樂呢？他知道神掌管一切。無論如

何，他都信靠神。

你呢？縱使在艱難時刻，你仍感恩嗎？不要發脾氣和埋怨，或為

自己感到難過。相反你要感恩！怎樣做？緊記神為你所作的一切。
感謝神，祂掌管一切，並且與你同在，時刻幫助你。

想一想！
列出一些神曾經為你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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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神說：

感謝神，即使在困難的時候，                                         

祂總是與你同在，並且幫助你。

在困難的時候，我可以怎樣感謝神？



28 
約翰一書 5:14-15
14我們若照他的旨意求什麼，他就聽我們，這是我們向他所存
坦然無懼的心。15既然知道他聽我們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
們所求於他的，無不得著。

當你為某事禱告時，神會回答你嗎？如果你是神的兒女，祂

承諾會回答你的禱告。神說：“你求告我，我就應允你。”神

沒有說：“我可能應允”，卻說“我就應允”。這是說祂總是會          

給你想要的東西嗎？不是。神會做祂認為對你最好的事。  

聖經記載神有時賜下人所求的東西。哈拿祈求的時候，神賜

了她一個兒子。(撒母耳記上1:20)有時候，神的回答是“不”。          
保羅希望神除去他的難題。(哥林多後書12:7-9)神說：“不。”相
反，祂幫助保羅處理這個難題。第三個神所賜的答案是“等”。有

兩姊妹希望耶穌醫治她們生病的弟弟拉撒路。耶穌等待，直到

拉撒路死了。然後，耶穌使他復活！眾人就知道耶穌真是神的     

兒子！(約翰福音11:5,32,43-44)

今天神也以同樣的答案來回應禱告。祂可能回答：“是”、“不”
或“等”。你的責任是不住的禱告，相信神以祂認為對你最好的        

方式來回答你的禱告。

想一想！
當你禱告時，以下哪些答案是神可能會給你的？

等待           不               是            我不關心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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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神說：

求神幫助你，信靠神會以祂認為最好的方式 

來回答你的禱告。感謝祂垂聽並回答你。

神一定回答禱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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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 55:8-9

8耶和華說：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
道路。9天怎樣高過地，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
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

大衛王的一生很不尋常。有時候，他一定會想，為什麼神讓他有

那麼多冒險的遭遇？大衛一定也有許多不明白的事情。或許其中

的一些問題，大衛王一生都沒有獲得答案喔！

你有不明白的事嗎？你可以從聖經中找到許多答案，當你禱告時，
神也會讓你明白。當你不明白一些事情時，神也可能曾經讓有智

慧的、敬虔的成年人來幫助你。然而，有時會有一些問題，只有

等到你在天堂與神同在的那天才會有答案。

當你遇到不明白的事情時，尋求神的話，求祂幫助你吧！如果你

還不明白為什麼事情會這樣發生，還是要決定信靠祂。不要只倚

賴你所明白的，你要承認神的意念高過你的意念。記著神愛你。
祂已經應許你，當你仰賴祂時，祂必指引你。聖經說：“你要專

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

認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箴言3:5-6)

想一想！
求神幫助你，在你不明白為什麼某些事情會發生時，仍能

信靠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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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神說：

求神幫助你，在你不明白                                               
為什麼某些事情會發生時，仍能信靠祂。

對於我不明白的事情，
我可從哪裏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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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 136:1-3
1你們要稱謝耶和華，因他本為善；他的慈愛永遠長存。2你們
要稱謝萬神之神，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3你們要稱謝萬主之
主，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你如何能知道一個人是否愛你？那個人會對你說好話。神

在聖經中也對你說許多好話。祂說：“我以永遠的愛愛你。”                      
(耶利米書 31:3)

一個愛你的人會常常用心聆聽你說話。當你對神說話，祂傾聽、
並且回答你！“你求告我，我就應允你，並將你所不知道、又大

又難的事指示你。”(耶利米書33:3)

一個愛你的人也會把你喜歡的東西給你。神已賜給我們 “百

物給我們享受”(提摩太前書6:17)。今天就為神賜給你的                      

好東西感謝祂吧！

一個愛你的人會在你有需要時幫助你。神說：“並要在患難之日 

求告我；我必搭救你。”(詩篇50:15)

一個愛你的人會信守他的諾言，神也是一樣。“神是信實的。”         
(哥林多前書1:9)神在聖經中所應許的，祂一定會做到。

除了以上的事情以外，“神差他獨生子到世間來，使我們藉著他

得生，神愛我們的心在此就顯明了。”(約翰一書4:9)世上沒有其

他愛你的人曾經為你付出這麼多！

想一想！
從這本靈修書中選出一節經文顯示神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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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神說：

感謝神以各種方式向你顯示祂愛你。

我知道神愛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