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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調節生命擺位


2.安排好時間


3.問自己做呢件事會否蒙神喜悅


4.堅心倚賴神，並將憂慮卸給神


5.切切禱告

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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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伯來書 11:6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
地、本族、父家、 往我所要指示你
的地去。我必叫你成為大國.我 必
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
叫別人得福。 為你祝福的、我必賜
福與他、那咒詛你的、我必 咒詛
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

創世記 12:1-3



耶穌看著他們說、
在人這是不能的．
在　神凡事都能。

馬太福音 19:26



神既不愛惜自己的兒

子，為我們眾人捨了， 

豈不也把萬物和他一同

白白地賜給我們嗎? 

羅馬書 8:32



我的神必照他榮耀
的豐富，在基督耶
穌裏，使你們一切
所需用的都充足。

腓立比書 4:19



























平咗＄400萬







































平咗＄400萬



單位價錢 $12 ,900 ,000

⾸期 $9 ,030 ,000

印花稅 $967 ,500

經紀佣⾦ $129 ,000

每⽉供款 $23 ,451



單位價錢 $12 ,900 ,000
⾸期 $9 ,030 ,000
經紀佣⾦ $129 ,000
印花稅 $967 ,500
每⽉供款 $23 ,451

單位價錢 $12 ,348 ,000
⾸期 $12 ,348 ,000
經紀佣⾦ $0
印花稅 $0
每⽉供款 $0

平咗＄400萬 
再慳＄164萬8千



單位價錢 $12 ,900 ,000
有條件貸款 $10 ,000 ,000
要籌募資⾦ $3 ,000 ,000
3成按揭 $3 ,870 ,000
每⽉供款 $23 ,451
每⽉還款25年 $33 ,333  
管理費 $3 ,430
將來總⽀出 $60 ,214
現時每⽉租⾦ $54 ,301



此後、約阿施有意重修耶和華的
殿、便召聚眾祭司和利未人、吩咐
他們說、你們要往猶大各城去、使
以色列眾人捐納銀子、每年可以修
理你們　神的殿．你們要急速辦理
這事。只是利未人不急速辦理。

歷代志下 24:4-5



耶和華的話臨到他、說、
你起身往西頓的撒勒法去
住在那裏．我已吩咐那裏
的一個寡婦供養你。

列王記上 17:8-9



以利亞就起身往撒勒法去、
到了城門、見有一個寡婦在
那裏撿柴．以利亞呼叫他、
說、求你用器皿取點水來給
我喝。

列王記上 17:10



他去取水的時候、以
利亞又呼叫他、說、
也求你拿點餅來給
我。

列王記上 17:11



他說、我指著永生耶和華你的　
神起誓、我沒有餅、罈內只有一
把麵、瓶裏只有一點油．我現在
找兩根柴、回家要為我和我兒子
作餅．我們吃了、死就死吧。

列王記上 17:12



以利亞對他說、不要懼怕．
可以照你所說的去作吧．只
要先為我作一個小餅、拿來
給我、然後為你和你的兒子
作餅。

列王記上 17:13



因為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如
此說、罈內的麵必不減少、
瓶裏的油必不缺短、直到耶
和華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

列王記上 17:14



婦人就照以利亞的話去行．他
和他家中的人、並以利亞、吃
了許多日子。罈內的麵果不減
少、瓶裏的油也不缺短、正如
耶和華藉以利亞所說的話。

列王記上 17:15-16



官長也要對百姓宣告說、誰建造房
屋、尚未奉獻、他可以回家去、恐
怕他陣亡、別人去奉獻。誰種葡萄
園、尚未用所結的果子、他可以回
家去、恐怕他陣亡、別人去用。誰
聘定了妻、尚未迎娶、他可以回家
去、恐怕他陣亡、別人去娶。

申命記 20:5-7



官長又要對百姓宣告說、誰
懼怕膽怯、他可以回家去、
恐怕他弟兄的心消化、和他
一樣。官長對百姓宣告完
了、就當派軍長率領他們。

申命記 20:8-9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
地、本族、父家、 往我所要指示你
的地去。我必叫你成為大國.我 必
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
叫別人得福。 為你祝福的、我必賜
福與他、那咒詛你的、我必 咒詛
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

創世記 12:1-3



亞伯拉罕因著信、蒙召的時候、就遵
命出去、 往將來要得為業的地方去.
出去的時候、還 不知往那裏去。他因
著信、就在所應許之地 作客、好像在
異地居住帳棚、與那同蒙一個 應許的
以撒、雅各一樣。因為他等候那座有 
根基的城、就是 神所經營所建造的。

希伯來書 11:8-10



求你從天上、你的聖所垂
看，賜 福給你的百姓以色
列與你所賜給 我們的地，
就是你向我們列祖起 誓賜
我們流奶與蜜之地。

申命記 26:15



將我們領進這地
方，把這流奶與
蜜之地賜給我們

申命記 26:9



你要以財物和一切初熟的土
產 尊榮耶和華。 這樣，你
的倉房必充滿有餘; 你的酒
醡有新酒盈溢。

箴言 3:9-10



借給外邦人可以取利、只是借
給你弟兄不可取利．這樣、耶
和華你　神必在你所去得為業
的地上、和你手裏所辦的一切
事上、賜福與你。

申命記 23:20



你向耶和華你的　神許願、
償還不可遲延、因為耶和華
你的　神必定向你追討、你
不償還就有罪。你若不許
願、倒無罪。

申命記 23:21-22



你嘴裏所出的、就是你口
中應許、甘心所獻的、要
照你向耶和華你　神所許
的願謹守遵行。

申命記 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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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種的少收，多種的多
收」，這話是真的。各人要
隨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
難，不要勉強，因為捐得樂
意的人是神所喜愛的。

哥林多後書 9:6-7



豐盛的應許

你仰臉保守你所愛的


你護庇永遠不離棄


你將我從淤泥裡捧起


放我在你的手心



豐盛的應許

我憑著信心領取


你豐盛的應許


世界也不能奪去


神美好的旨意



豐盛的應許

我憑著信心領取


你恩典永不止息


看見美好應許成就


榮耀全都歸於你



豐盛的應許

我等候主我相信


你愛我永不放棄


世界也不能奪去


神美好的旨意



豐盛的應許

我等候主我相信


你旨意高過我的


看見美好應許成就


我全心全意敬拜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