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生順逆，本是平常；但遇逆境，有些人
輕易過度，有些卻久久未能復原。原因何
在？本年信息意今來自《聖經職場事奉版，
頁1 7 8 9 - 1 7 9 0》，指出態度比一切更能改
變事情。心態不能取代才華，卻能在相同
才能中斷出差別。  

願眾兄姊常靠主以積極樂觀態度面對順逆！
本靈修適合繁忙的城巿人，在每天早上先
領受、默想上帝聖言，過得力生活！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4月主題：忍耐堅持  許淑芬牧師編寫  



復活 
 

本節直譯「上帝解除了祂死亡的痛苦並使
祂復活，因祂不可能被死亡所限制」。 

 
上帝忍痛把耶穌交在無法之人的手。 

耶穌甘願忍受痛苦，是為了見證祂是神，
凡跟從祂的，必脫離死亡，得享永恆福樂。 
如此見證，是要使你不至搖動，信心堅穩。 

神卻將死的痛苦解釋了，叫
祂復活；因為祂原不能被死

拘禁。  
                                                       徒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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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思想 
 

本段經文的「見證人」也可譯「殉道者」，
主耶穌也並列於眾見證者中，觀看著也激

勵著我們要堅忍。 
 

孤單感會消弭人的意志，團結則令人心神
振奮。別怕！基督願意與你同度困境！ 

那忍受罪人這樣頂撞的，  

你們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  
                                                       來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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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結一致 
 

尼希米得知道有惡人要阻止他們建城牆，
又嘲笑又放風恐嚇，尼希米卻激勵群眾聚
焦向神，團結百姓，保衛家園，對抗敵人。 

 
團結，能助人在巨大壓力下不退縮且堅持
到底。你有投入團契，給你團結的力量嗎？ 

從那日起，我的僕人一半作
工，一半拿搶、拿盾牌、拿
弓、穿鎧甲，官長都站在猶

大眾人的後邊。  
                                                       尼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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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扶助 
 

尼希米團結貴冑、官長、百姓，無分彼此，
互相保護，以「角聲」為記，隨時扶助。 

 
尼希米認為以角聲聚集群眾扶助是重要的，
但更重要的是神的同在。基督徒別錯誤理
解神是要靠我們禱告成就大事，不！祂乃
是悅納我們的誠實、信心，才成就大事。 

你們聽見角聲在那裡，就聚
集到我們那裡去。我們的神

必為我們爭戰。  
                                                       尼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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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於誰？ 
 

以利亞不到一天，其信心從高峰到低谷，
重要的原因是他內裡的自責與自憐。 

 
以利亞的確是信心偉人，但留心細看經文，
成為信心偉人的關鍵，是你內心所裝載的
是「祢的、祢的」還是「我的、我的」！ 

(以利亞)說：耶和華阿，  

罷了！求祢取我的性命，  

因為我不勝於我的列祖。  
                                                      王上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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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來助你？ 
 

以利亞所作的全是為了上帝，但當面對敵
人的威嚇，卻以個人力量面對？ 

 
當你自省所作的一切別無私心，是為了上
帝或是為了義，則要相信祂必幫助你啊！ 

(以利亞)說：我為耶和華萬軍
之神大發熱心，因為以色列人
背棄了祢的約，毀壞了祢的壇，
用刀殺了祢的先知，只剩下我
一個人，他們還要尋索我的命。 
                                                    王上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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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去 
 

上帝待以利亞有足夠休息後，沒有回應他
的情緒，只踏實地吩咐他作當作的事。 

 
上帝諒解人的情緒卻沒有周旋於情緒上，
因祂知道人最需要的不是滿足情緒， 

而是找到目標。同意嗎？ 

耶和華對他(以利亞)說：你
回去，從曠野往大馬色去…。  
                                                    王上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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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自己留下 
 

以利亞的情緒沒有建基於對上帝的認識上，
以致在孤單中情緒崩潰了！ 

 
上帝沒有在以利亞情緒低谷時跟他爭拗，
只待他冷靜後指出實況。人經歷信心成熟
過程，祂或會沉默或會延遲，但總要相信
祂必垂聽你的呼求卻未必按你心意成就。 

但我在以色列人中為自己留
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
膝的，未曾與巴力親嘴的。  
                                                王上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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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道路 
 

本段49至57章是論彌賽亞的使命， 
是藉祂的受苦與順服叫萬國得福。 

 
為何上帝的道，對人類的慈憐往往被人誤
解甚至蔑視？不是因為上帝的愛不夠，乃
因人的驕傲，心胸的狹窄並充滿怨恨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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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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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意念 
 

上帝的道路與意念是永恆的； 
人類的道路與意念是偏向世界、是短暫的。 

 
為何要費勁才明白神的旨意？自從人類犯
罪後，只懂得關注自己，要得甚麼；上帝
則關注全人類，尋方法可給甚麼。人若明
白何謂放下自己就能明白上帝的旨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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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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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道路 
 

本段7至10章是論到以色列人那無心無用的
敬拜；本節是先知有如代表百姓向上帝認
罪，承認人無能為力對抗罪惡，懇求寬懲。 

 
先知明白要脫離「人的道路」，那無能為
力對抗罪的誘惑與上帝的審判，就是承認
己罪並尋求上帝的寬恕。你也明白麼？ 

耶和華阿，我曉得人的道路
不由自己；行路的人，  

也不能定自己的腳步。  
                                                       耶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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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祂 
 

「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意思是「不維護
自己的見解」，簡單說，要謙卑、認定祂，
祂便「指引」，即清除障礙，勇往向前。 

 
基督徒要完全信靠神是慈愛、信實；發生
任何事，才能走出陰霾、困境，堅定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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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要認定祂，

祂必指引你的路。  
                                                     箴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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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事由耶和華 
 

「籤放在懷裡」是描寫大祭司用烏陵土明
求問神的旨意的過程；反映舊約的人是以
這方式來約束自己的心，謙卑倚靠上帝。 

 
今天不再用籤來判斷事情，因聖靈內住引
導我們明白真理。其實最重要仍然是你的
心專注誰、順服誰，所定的事才有價值。 

籤放在懷裡；定事由耶和華。  
                                                       箴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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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性等候祂 
 

作者很明白人很容易被表面結局影響，所
以一再強調「默然」、「耐性」，要以不
懷疑的心來等候上帝的答案，才找到答案。 

 
表面的結局會令你寬心還是不平嗎？ 

嘗試耐性讓時間幫忙，所謂「放長雙眼」，
在不同的年齡或時段看同一件事， 

的確有不同的感悟罷？ 

你當默然倚靠耶和華，耐性等
候祂；不要因那道路通達的，
和那惡謀成就的，心懷不平。 

                                                       詩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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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新得力 
 

本段經文是安慰以色列人必得救恩， 
是上帝懲罰過後，給他們扶持。 

 
為何上帝又要懲罰又要安慰？因為上帝是
聖潔的，不得不罰；祂是慈愛的，又充滿
憐憫。透過聖經讓我們看見上帝的心，祂
對人的不離不棄，正是我們安全感的所在。 

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
他們必如鹰展翅上騰，他們奔跑
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 

                                                      賽4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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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憂愁時堅忍 
 

巴錄是個文士，若他識時務取悅當時的達
官貴人，必升官發財，得著尊重；他卻選
擇擔任先知耶利米的幫手，眼見師傅如此
愛神愛人卻慘遭毒害，內心很是愁苦。 

 
巴錄的愁苦乃為別人憤憤不平，這是事奉
路上常遇的挫折。更要堅忍，別急躁行動！ 

你(巴錄)曾說：哀哉，耶和
華將憂愁加我的痛苦上；我
因唉哼而困乏，不得安歇。  
                                                       耶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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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拔出栽植時忍耐 
 

背景參考本書第36章，文士們聽見巴錄讀
耶利米的話心生敬畏，可惜王卻不領受，
竟把書燒掉；上帝卻預言以色列人的命運。 

 
苦難不好受，卻要謹記，上帝在懲罰過程
仍說「我的」。祂是管教屬祂的，明白麼？ 

你(耶利米)要這樣告訴他(巴
錄)，耶和華如此說：我所建
立的我必拆毀；我所栽植的我
必拔出；在全地我都如此行。 

                                                       耶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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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等候時忍耐 
 

難道巴錄是為自己麼？即或不，也要謹記，
為神工作者也要放下個人的期望。 

 
每隊軍隊元帥每行一步都有他的心意； 

跟從元帥的只要順服，便能嘗得勝的喜樂。 

你(巴錄)為自己圖謀大事麼？
不要圖謀；我必使災禍臨到
凡有血氣的；但你無論往那
裡去，我必使你以自己的命
為掠物；這是耶和華說的。  
                                                       耶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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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志敬虔 
 

聖經早已說明，立志敬虔度日的必受逼迫，
原因為何？因為你的義卻顯出別人的不義，

難免令人氣憤，要去掉眼中釘。 
 

立志，是一種選擇。難以承受作好事也被
攻擊嗎？可見你的信仰仍留於膚淺區呢！ 

凡立志在基督耶穌裡敬虔度
日的，也都要受逼迫。  

                                                    提後3:12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4月主題：忍耐堅持  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8               四月 

19 
星期四 



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太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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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義受苦 
 

為義受苦者並不蒙羞，且是蒙福之人， 
因你的價值觀印證了你是屬神的。 

 
基督徒面對苦難並不可怕， 

若苦難來自為神而受苦的便享平安； 
若只為不順服神的，苦難則顯不安。 



忍耐到底 
 

為主名受苦是委屈也是榮耀的；被眾人恨
惡，包括自己的親人也不明白你也要堅忍，
因這也是幫助他們認清神的路的重要方式。 

 
為何義人容易被欺負？基督徒效法基督，
被罵不還口，受威嚇不說威嚇的話，會

「蝕」麼？不會的！倒親自經歷神的真實。 

你們要為我的名，被眾人恨
惡，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

得救。  
                                                    太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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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敬畏神 
 

主耶穌指出人類當畏懼的只有一位，就是
神；因為祂是掌管生命、死亡、復活的神。 

 
敬畏神的人必遠離惡事；唯有心中無神的，

才會在犯罪之時且振振有詞狡辯罷！ 

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
要怕他們；惟有能把身體和
靈魂都滅在地獄裡的，正要

怕祂。  
                                                     太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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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怕 
 

主耶穌安慰門徒，別怕於因遵守神的話而
遭逼迫，因為神不會「睇漏眼」，祂對你
的認識遠遠超於你對自己的認識呢！ 

 
我們的神看我們是何等寶貴； 

你也懂得珍惜自己，看為寶貴嗎？ 

所以不要懼怕；  

你們比許多麻雀還貴重。  
                                                     太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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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難之後 
 

約瑟在苦難中撐得著，因他只專注著上帝，
相信祂必有美意。 

 
你若把生活所遇見的一切，都專注神，省
思祂的美意，你的人生路必充滿平安喜樂。 

約瑟對他們說：不要害怕，
我豈能代替神呢？從前你們
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

思原是好的…。  
                                             創50: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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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祂的美意 
 

保羅視信徒所立志行善的，都看為是聖靈
感動，為要成就祂的美意。 

 
千萬別有感而無動；要認真對待每個感動，
你的生命必更蒙神使用，活得更豐盛。 

因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神
在你們心裡運行，為要成就

祂的美意。  
                                                       腓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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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恐懼 
 

主耶穌順服聖靈引導，勇敢面對恐懼， 
得勝魔鬼試探。 

 
恐懼從那裡來？魔鬼會借助律法的要求來
威嚇我們；也會洞悉人的軟弱來誘惑人，
使人內疚、自責、瞧不起自己，甚至自暴
自棄、自我放棄。別上當！面對所恐懼的，

勇敢以上帝的愛與寬恕治癒罷！ 

當時，耶穌被聖靈引到曠野，
受魔鬼試探。  

                                                       太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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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試探神 
 

魔鬼想以偏差的觀點來欺騙耶穌對抗上帝。 
 

魔鬼的技倆至今仍迷感眾人，只要你有一
點自戀的，就容易大條道理質問上帝為何
不這樣不那樣，還以上帝的話來攻擊上帝。

你也受迷惑嗎？ 

耶穌對牠說：經上又記著說：
不可試探主你的神。  

                                                       太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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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定信靠 
 

這位犯人那裡來的勇氣承認自己罪有應得？
還糾正別人的錯誤，見證耶穌是義人？！ 

 
當世人拒絕耶穌，還指控上帝時，你願意
不畏人言，以誠實的心力證耶穌是真神嗎？ 

我們所受的，與我們所作的
相稱；但這個人沒有作過一

件不好的事。  
                                                     路2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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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直 
 

主耶穌說眼睛就是身上的燈，眼睛瞭亮，
全身就光明；一雙眼反映其人格是否正直。 

 
今日從心理分析也得知一個人說話時眼睛
的前後左右轉動所代表的心思意念；基督
徒不怕測謊機，只要保守內心正直便是了！ 

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  

你的眼睛，當向前直觀。  
                                                     箴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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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定所行 
 

「修平」可譯「衡量、均衡」；「堅定」
意做好準備。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的道路作

出負責任的選擇。 
 

眼睛若代表你的心，保守你的心才最重要；
因為保守了心，所行的路就不致偏歪行惡。 

要修平你腳下的路，  

堅定你一切的道。  
                                                       箴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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