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IVE US THIS DAY OUR DAILY BREAD  

求你賜我們日用的飲食 

這信息帶著警告: 我們正處於末期, 我們所認識的世界將會落在不可言諭的黑暗裡. 聖經

預言天天呈現在我們眼前, 我們且即將看見耶路撒冷被敵軍包圍. 主警告過許多假先知會

在末期興起, 以致許多信徒都會受騙(參看太24:11). 讓我告訴你他們為何會受騙: 很簡

單, 因為他們沒有熟讀 神的道! 他們閱讀書籍, 跟隨潮流和名嘴, 但卻不翻開聖經. 

請謹記, 聖經就是活道. 「你的言語一解開就發出亮光，使愚人通達。」(詩119:130). 

「太初有道，道與 神同在，道就是 神。…萬物是藉著他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
藉著祂造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祂的
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約1:1, 3, 14). 「祂到自己的地方來，自己的人倒不接
待祂。凡接待祂的，就是信祂名的人，祂就賜他們權柄，作 神的兒女。」(約1:11-12). 

神的道既活潑, 又能創造和重整人心. 神能給人看見, 自由, 指望和力量. 也許在這世代

裡最要緊的就是真道會提供指示. 陰府發出了種種令人困惑的聲音來迷惑屬神的子民, 且

欺哄惰怠的人; 然而, 神應許說祂的道會成為我們腳前的燈, 路上的光(參看詩119:105).  

生命糧 

主親自強調真道的重要性, 指示我們該如何禱告說: 「所以，你們禱告要這樣說：我們在
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太6:9-11). 請注意, 衪稱之為「我們日用的飲食」

. 主應許必天天供應我們. 

主透過約翰福音説過: 「我就是生命的糧。你們的祖宗在曠野吃過嗎哪，還是死了.這是
從天上降下來的糧，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生命的糧；人若吃這糧，就必永
遠活著。我所要賜的糧就是我的肉，為世人之生命所賜的。」(約6:48-51). 主實在說: 

「我就是靈糧! 我是你們的力量, 異象, 救贖和自由. 我是你們的保障和引導. 你們為著

生命和敬虔一切所需的都在我裡面. 」 

因此, 我按照聖經真理, 可以說你的生命就是你所領受的! 若你定意疏於讀經, 就會靈裡

軟弱起來, 致終非常困惑. 你會開始受錯誤的思想所引導. 你又會感到絕望, 打開電視,  



 

聆聽謬誤的聲音. 他們會站在你面前, 實在說: 「請看看我! 主內生活是這樣子的. 來, 

跟從我! 」由於你疏於讀經(也就是說, 沒有領受活潑的靈糧), 致終就會受騙.  

主的聽眾都該明白祂論到他們的祖宗在曠野裡吃嗎哪, 因為他們都懂得歷史. 請暫且回到

舊約聖經, 好讓我們也能按照過去的背景而領會主所稱為的「生命糧」.  

從天而降的嗎哪  

我們從出埃及記領會到「活潑的靈糧」, 即嗎哪一些明確的原則. 「露水上升之後，不料
，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圓物。以色列人看見，不知道是什麼，就彼此對問說：這是什麼
呢？摩西對他們說：這就是耶和華給你們吃的食物。」(出16:14-15). 屬 神的百姓都知

道他們得了神奇的糧. 這糧每早晨在地上出現, 人人都要將之拾起帶回家. 這糧帶著超自

然的能力: 根據聖經, 這「如同攙蜜的薄餅」具備了人體所需一切的營養(參看出16:31). 

經上繼續說: 「耶和華所吩咐的是這樣：你們要按著各人的飯量，為帳棚裡的人，按著人
數收起來，各拿一俄梅珥。」(1出6:16). 我認為這是給現今我們的一則訓誨. 父親們, 

你們必須為著自己帳棚裡的人從聖經取糧, 且必須天天這樣做! 你們必須早晨起來讀經, 

因為這是給你們自己一家定規的. 請謹記, 你們是你們妻兒的屬靈遮蓋. 母親們,, 你們

也必須起來讀經. 「搖籃的手會統治世界」這句話是真實的. 人人都在此有份, 必須早晨

起來按照各人家裡的需要從真道取糧.  

不多也不少 

我喜歡聖經接下來的記載: 「以色列人就這樣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珥量
一量，多收的也沒有餘，少收的也沒有缺；各人按著自己的飯量收取。」(出16:17-18).  

何等不可思議的觀念! 你要明白, 有些人像我一般, 早晨起來就付上幾個小時讀經. 可是

, 我曉得不是每個人都這樣子. 有些人早晨起來必須替四個孩子預備午餐, 送他們上學. 

其他人則必須一早上班, 只能騰出10或15分鐘來讀經. 

然而, 我們從這段經文讀到, 神的道是榮美的, 以致多收的不會有餘, 少收的也不缺. 也

就是說, 你也許無法在早晨大量讀經, 但 神知道你當天的景況, 且能提醒你有關你先前

讀過的經文. 祂能為要滿足你一天的需要, 而把你所收取的一點點加添起來! 

我們也想起天天靠著 神的道來建立自己的思想何等要緊. 不要讓新聞媒體在早晨首先佔

據你的思維, 因為你會在餘下的一天談論那些事情. 務要以聖經來開始你的一天, 説: 「

主啊, 求你為著我今天而給我一個想法. 」; 就會領會衪的道多麼奇妙! 你會在一天中遭

遇景況, 你所思想的那節經文就會成為你的力量. 它既會成為你作出回應的能力, 也會保

守引導你的心靈. 一天結束時, 你會因自己蒙 神保守而歡欣喜樂!  



 

忽略真道 

「摩西對他們說：所收的，不許什麼人留到早晨。然而他們不聽摩西的話，內中有留到早

晨的，就生蟲變臭了；摩西便向他們發怒。」(出16:19-20). 我們從他們這經歷學到另一

則功課: 神的應許是要幫助你面對一天, 但你若不領受, 那天結束時, 你所該有的就會「

發臭」! 

你本該為著景況而從真道得力. 可是, 你説: 「我回家後才讀經. 」, 以致錯過了 神大

可以藉之堅定你的經文. 結果, 你遭受景況, 卻沒有足夠的資源. 你的回應, 並沒有存著 

神的慈心, 反倒充滿辯駁, 侮辱, 怒氣. 你回到家裡, 就發現你的一天「發臭了」.  

經上繼續説: 「他們每日早晨，按著各人的飯量收取，日頭一發熱，就消化了。」(出

16:21). 你無法靠昨天的糧來維生! 你需要每天的靈糧, 因為日頭會發熱. 你會遭受試煉

, 也許包括嘲諷, 批評和失望. 你只要在工作環境裡説: 「我是保守的. 」, 且看看人家

會如何待你! 日頭發熱(即試煉嚴峻) 時, 昨天的靈糧都不能保守你! 我們天天都需要 神

的心意.  

主禱文 

主透過馬太福音11節說: 「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 之後, 祂繼續祈求說: 

「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或作：脫離
惡者）。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太6:12-13). 根據我們所思

量的, 我對這些經文的意譯如下: 

「免我們的債」「赦免我們靈裡惰怠, 不付上時間讀經. 正如保羅對提摩太說: 「你當竭
力在 神面前得蒙喜悅，作無愧的工人，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提後2:15). 換言之, 

但願我不會在日常生活中被勝過. 每逢我不尋求日用的靈糧, 以致缺乏力量來代表你, 求

你赦兔. 當我缺乏力量來回應聖靈的感動時(也就是說, 沒有按照你的吩咐去說話, 沒有

按照你的聖召去立場堅定, 或無法按照你的吩咐去愛人), 求你赦兔. 」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 」「然而, 不要讓我因自己的跌倒而如此的沮喪

, 以致接受惡魔的定罪. 」 

「因為國度…是你的.」「惟獨你的國度長存. 有一天, 萬人的意見, 誇耀, 和咒詛都會

廢去! 惟獨你的話語長存. 」 

「權柄…是你的. 」「你的道能廢除死亡的權柄, 且賜我豐盛的永生. 你的道能重新造我

, 且按照你的旨意引領我. 」 



 

「榮耀，全是你的. 」「心靈認識你並懂得真道這榮耀, 知道真道常與我們同在這榮耀, 

心靈被改變這榮耀都單單屬乎 神! 」 

從何開始 

也許你在天天讀經上有困難. 然而, 神能賜恩給你. 你只要簡單的禱告説: 「主啊, 求你

幫助我讀經. 求你把我的思想建立在你的道路上. 求你前所未有的引領我. 」 

我提意開始讀馬太福音到啟示錄, 詩篇和箴言, 直到它們成為你的一部份. 而且, 你要讀

你能明白的譯本. 若你在明白欽定版上有困難, 就讀另一個版本吧. 有些近代的譯本是易

明的. 你甚至買到有四五種譯本在同一頁上的聖經, 好讓你能明瞭經文.  

請勿忘記, 你不僅要讀經, 更要相信所讀到的經文! 所以, 務要付上優質時間親近 神, 

即使是在早晨付上15分鐘. 你要翻開聖經對 神説: 「父神啊, 求你今天向我說話, 對我

的心靈説話. 求你引導保守我. 讓我整天看見你的真道如何保守我. 」然而, 看看 神會

如何開始行事! 祂必向你開啟真道. 祂必開始領你到你從未想去的地方, 把非你自己的力

量賜給你. 你會突然發現自己更加渴望讀經. 你會發現 神會預先説及你即將面對的情形. 

日復一日, 你會看見祂的道確實活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