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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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主題：仰望交託  許淑芬牧師編寫  



仰望神 
 

「安息」也可譯「停住」即「安靜勿動」；
背景可能是希西家王與亞述軍對壘時他專
心仰望神，放下自己，得上帝奇妙的幫助。 

 
人遇上難題時自然地想盡辨法去解決，但
基督徒勿錯過在一切困難中，安靜仰望神，
留心祂的作為，見證神的信實與大能。 

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
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

地上也被尊崇。  
                                                       詩4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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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求神 
 

當大衛被掃羅王追殺時，得亞比米勒王賞
識，但他沒有輕易取別人的「人情」，倒
專心倚靠神而非靠人的幫助脫離困境。 

 
人在患難中容易慌亂地尋求幫助，甚至輕
易領人情，忘了誰是真正有能力者。你呢？ 

我這困苦人呼求，耶和華便
垂聽，救我脫離一切患難。  
                                                       詩34:6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5月主題：仰望交託  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8               五月 

2 
星期三 



順服神 
 

撒母耳年幼時首要學的功課，是勇敢順從
神，告訴以利先知上帝對他審判的信息。 

 
基督徒得福之路是順服神。 

遇有大患難麼？要大喜樂！面對敵人麼？
要為他禱告！有收成麼？要獻奉十一！… 

撒母耳就把一切話都告訴了
以利，並沒有隱瞞。以利說：
這是出於耶和華，願祂憑自

己的意旨而行。  
                                                      撒上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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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神 
 

撒母耳一生用心聆聽神，神便能使用他，
讓他所說的成就，讓人具體看見神的同在。 

 
你願意被神使用麼？首要培養一雙聆聽的
耳朶並決意遵行真道的心。你願意嗎？ 

撒母耳長大了，耶和華與他
同在，使他所說的話一句都

不落空。  
                                                   撒上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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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默示 
 

撒母耳從小住進聖殿，忠心服侍且傳揚神
的話；但被以利的兩個兒子不敬虔的生活
所影響，令以色列全民未能全心歸向神。 

 
撒母耳忠心傳揚真道至少廿年才令以色列
人回轉，今天你當如何堅忍傳道呢？ 

耶和華又在示羅顯現，因為
耶和華將自己的話默示撒母
耳，撒母耳就把這話傳遍以

色列地。  
                                                   撒上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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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順神 
 

亞斯他錄，是迦南人崇拜管理戰爭與生殖
的女神；可見崇拜者需求的是國泰民安。 

 
上帝要求凡歸順祂的人離開偶像；因祂知
道人真正的需要，是與造物者復和，明白
生命的意義，經歷上帝就是他們的保障。 

你們若一心歸順耶和華，就
要把外邦的神和亞斯他錄，
從你們中間除掉，專心歸向
耶和華，單單地事奉祂。  
                                                   撒上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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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糊塗 
 

掃羅的糊塗在於不知道當順服誰，見敵人
在外或百姓遠離，便心慌分心遠離神。 

 
要認定真正能保護你的，是神；你是屬祂
的，祂是信實的，祂要保護你，誰能害你？ 

撒母耳對掃羅說：你作了糊
塗事了，沒有遵守耶和華你
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
耶和華必在以色列中堅立你

的王位，直到永遠。  
                                                   撒上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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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妻子連合 
 

「離開」可譯「放開、棄絕」， 
意不再黏著且全心投入新的關係。 

 
婚姻關係可以說是一場冒險，也是幸福的
大道，離開了父母與妻子黏在一起，這是
長大成人的過程全新的開始與建立；願意
如此建立家庭的，婚姻生活才得美滿。 

因此，人要離開父母，  

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  
                                                       創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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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基督連合 
 

聖經借用人世間最親密的婚姻關係來比喻
基督與教會的關係。基督既已捨己，教會
即信徒則當以順服來見證有基督的幸福。 

 
為何今天婚姻關係如紙般薄弱？並非那張
證書的問題，乃是人不懂得愛更不願順服。

為何基督徒與基督關係疏離？ 
正是反映人沒有順服基督的結果嗎？ 

這是極大的奧祕，  

但我是指著基督和教會說的。  
                                                       弗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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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服主 
 

順服，不是屈服，乃主動臣服，為了基督，
為了基督讓你所建立的家庭。 

 
有許多基督徒誤解這段經文，以為順服是
盲目的，是委屈的。不是的！順服乃是一
種選擇，是為了基督、為了愛的選擇，也
是生命願意交託的過程；順服，不單不會
蝕底，反倒是幸福婚姻關係的關鍵。 

你們作妻子的，當順服自己
的丈夫，如同順服主。  

                                                       弗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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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從 
 

撒拉對亞伯拉罕的順服是完全地亳不保留。 
 

有人認為撒拉對丈夫的順服近乎盲從？不！
她的順服是因為她相信上帝，她只執行她
那份兒，其他的交託上帝，便經歷上帝如

何保護她，賜她喜樂、平安。 

因為古時仰賴神的聖潔婦人，
正是以此為妝飾，順服自己

的丈夫，就如撒拉聽從  

亞伯拉罕，稱他為主。  
                                                    彼前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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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己 
 

愛，是甘心樂意的，有如基督的捨己一樣。 
 

人與人的關係若只執著於對方為何不先行
一步，便沒完沒了地爭吵。聖經指引清晰，
不計較對方如何，只執行自己該做的，那
你的人生不再被牽著鼻走，乃自由地生活。 

你們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
妻子，正如基督愛教會，  

為教會捨己。  
                                                       弗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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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記你 
 

以色列人因犯罪而被上帝懲罰，是嚴厲麼？
上帝仍以比母愛偉大的愛堅定他們的信心。 

 
基督徒要把生命的主權交給上帝，因為我
們有時比失暈的母親更荒唐，但在祂裡有

堅定的愛，投靠祂的必享平安。 

婦人焉能忘記她喫奶的嬰孩，
不憐恤她所生的兒子；即或
有忘記的，我卻不忘記你。  
                                                       賽4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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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望神 
 

保羅憶述亞伯拉罕的信心，尤其經歷等待
四分一世紀後以撒將出現的那一年， 
其經歷成了他單單仰望上帝的信心。 

 
亞伯拉罕成為祝福萬國萬民的信心之父，

是以他百般的等待與經歷建立的。 
你也別灰心啊，凡仰望祂的，必不羞愧。 

並且仰望神的應許，總沒有因
不信，心裡起疑惑，反倒因信，
心裡得堅固，將榮耀歸神。 
                                                       羅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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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望耶穌 
 

「創始」可譯「元帥、領導者」；「成終」
指「完成者」；耶穌超卓的信心更勝於 

上文所論的信心偉人。 
 

當看見某基督徒也不外如是之時，別震驚
也別動怒，人都是不完美的，有各自的選
擇；你卻要定睛仰望耶穌，祂是你的主！ 

…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
的耶穌。  

                                                      來12:2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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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未來 
 

以撒的祝福，完全是出於信心，必定兌現；
只是當他想祝福長子時，卻被雅各騙走了。 

 
難道上帝會受人的錯誤左右？人的確很多
錯漏，但祂仍然是坐著為王，我們不明白
的事實在太多！要相信祂，因祂是神。 

以撒因著信，就指著將來的事，
給雅各、以掃祝福。 

                                                      來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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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神 
 

雅各在祝福時沒有按人間的規定，竟讓年
幼的取代年長的位置，因他知道這不是代

表人的成就，乃是上帝的意旨。 
 

雅各重遇約瑟時的激動，只能以敬拜神來
回應；他以整個人生學習何謂順服，不再
計較、比較，才發現在上帝旨意裡最平安。 

雅各因著信，臨死的時候…，
給約瑟的兩個兒子各自祝福，

扶著杖頭敬拜神。  
                                                       來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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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 
 

約瑟的信心是仰望著四百年之後，似乎令
人費解的信，卻以時間證明了上帝的信實。 

 
現實的限制令人難以相信未來嗎？聖經的
存留，其中最重要的目的，是讓我們這小
信的人看見歷史的軌跡見證上帝是信實的。 

約瑟因著信，臨終的時候，
提到以色列族將來要出埃及，
並為自己的骸骨留下遺命。  
                                                       來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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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 
 

摩西選擇了放棄作法老女兒之子， 
即選擇放棄王位，包括名利、權力、安逸。 

 
沒有人可以替別人選擇人生的路，而所有
選擇都必須自負責任。摩西的選擇是相信
神要藉他來改變以色列人的「宿命」， 
因此，摩西選擇了他當做的，其他的則 
是上帝的事，由上帝負責。同意嗎？ 

摩西因著信，長大了  

就不肯稱為法老女兒之子。  
                                                  來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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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耐 
 

摩西帶領以色列人離開埃及向應許地進發，
是印證摩西的信心，也見證了上帝的信實。 

 
信心背後是相信所信的且藉恆心、忍耐來
印證信心的真誠。上帝說以永遠的愛愛你，
你要在現實生活中去細察、發現、印證。 

他(摩西)因著信，就離開埃及，
不怕王怒；因為他恆心忍耐，
如同看見那不能看見的主。 
                                                  來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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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服 
 

以色列人戰競地順服神，靜靜地跟著祭司
步行、繞圈，經歷神是大能者。 

 
上帝可以用任何的方法幫助以色列人得勝，
無論是繞圈、圍攻，或是實戰，最重要的
是信心與順服；基督徒若能明白其意義，
跟從耶穌不可能是苦路，而是自由之路。 

以色列人因著信，圍繞耶利
哥城七日，城牆就倒塌了。  
                                                     來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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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恩得堅固 
 

作者的意思是人不可能靠自己做甚麼來得
著信心；必須是藉著恩典，信心才得堅固。 

 
要學效孩子，才明白何謂不靠自己的信心。 

你們不要被那諸般怪異的教
訓勾引了去；因為人心靠恩
得堅固才是好的，並不是靠
飲食。那在飲食上專心的，

從來沒有得著益處。  
                                                       來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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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頌讚為祭 
 

上帝所悅納的奉獻，是你由衷對祂的頌讚。 
 

很多人怕奉獻金錢而不願踏足教會？ 
上帝是最厲害的CEO(管理者)，祂讓你經歷
你所獻上的不可能叫教會或機構「發達」，

卻要藉你的行動叫你身心靈都富足， 
使你由衷地頌讚祂。 

我們應當靠著耶穌，常常以
頌讚為祭獻給神，這就是那
承認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  
                                                    來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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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善的祭 
 

祭，犧牲之意；神所喜悅的，是人甘心的
付出；甘心樂意正反映一個人真實的生命。 

 
神喜悅的是甚麼呢？不是你付出多少，而
是你的生命素質。人本來是以神的形像和
樣式被造；你的生命有上帝的形像麼？ 

只是不可忘記行善和捐輸的事；
因為這樣的祭，是神所喜悅的。 

                                                    來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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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順服神 
 

本節經文已說明了得勝魔鬼的方法。 
 

順服神，不單讓我們經歷並見證神的信實，
也是人得勝魔鬼的方法。你也想過得勝的
生活？每天讀上帝聖言並立志執行罷！ 

你們要順服神。務要抵擋魔鬼，
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 
                                                         雅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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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必親近你門 
 

這是重要的應許，神是樂意與人相近的。 
 

上帝固然樂意親近人，最關鍵的是你願意
親近祂嗎？要得神親近，首先要順服神，

並立定心志對付罪，遠離罪惡。 
有甚麼罪是你仍戀戀不捨，不肯扔掉呢？ 

你們親近神，  

神就必親近你們。  
                                                       雅4:8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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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謙卑 
 

「自卑」，此字可譯「謙卑」。 
謙卑是一種生命的態度，明白自己的限制，

謙卑領受所遇見的。 
 

上文論到基督徒該順服神，並遠離罪惡；
本節論在心態上要謙卑，明白人世間順逆
非自己可以計算，只管信心順服，相信神
必看顧；這樣，還有甚麼能害你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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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要在主面前自卑，  

主就必叫你們升高。  
                                                       雅4:10 



除去埋怨 
 

埋怨，是蠶食生命健康的兇手； 
忍耐，才使生命健康，力量充沛。 

 
作者知道基督徒生命變弱的致命處是埋怨；
無論今昔的信徒，埋怨都是信心的致命處，
甚至因而犯罪得罪神。如何幫助自己除去

埋怨的心？要以凡事感恩來替代！ 

你們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
審判。看哪，審判的主站在

門前了。  
                                                       雅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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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榜樣 
 

雅各鼓勵信徒要站穩，藉無數人的榜樣，
幫助自己在信仰道上堅定不移。 

 
人不可能獨善其身，也不可能靠自己得勝
各樣的憂愁與壓力；以信心偉人為榜樣，

他們已得著祝福，也祝福著我們。 

你們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說話
的眾先知，當作能受苦能忍

耐的榜樣。  
                                                     雅5:10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5月主題：仰望交託  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8               五月 

29 
星期二 



禱告與歌頌 
 

縱然雅各常強調遇有大患難當要大喜樂；
也不忘鼓勵受苦者要以禱告來度過困境。 

 
喜樂時候別忘了歌頌上帝， 

遇患難時也不忘以禱告投靠上帝。 
祈禱是基督徒人生最美的祝福，同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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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你們中間有受苦的呢，他就該
告；有喜樂的呢，他就該歌頌。 

                                                       雅5:13 



祈禱的力量 
 

義人，即憑藉信心投靠上帝的人。 
 

我們難免在被污染的世界碰上受污染與被
污染的宿命；但基督徒所獨有的，是奉耶
穌的名禱告，生命因靠耶穌得被潔淨， 
也藉禱告經歷被祝福與祝福人的力量。 

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  

是大有功效的。  
                                                       雅5:16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5月主題：仰望交託  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8               五月 

31 
星期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