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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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信息意念來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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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主題：學會知足  許淑芬牧師編寫  



苦難中的盼望 
 

先知預言背道的以色列人必重得上帝恩惠；
縱然還未實現，先知已感到滿足。 

 
人因罪面對苦難；無論是自己犯罪或被犯
罪的人連累。上帝對屬祂的人的應許從沒
變改，祂必幫助倚靠祂的人；這是受苦者

歷程中最大的盼望。 

疲乏的人，我使他飽飫(即飽
餐)；愁煩的人，我使他知足。  
                                                       耶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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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生命的豐盛 
 

按以色人的理解，遭禍患是因為背叛上帝；
敬畏神又遵從神命令的，就必恆久知足，

且體驗生命的豐盛。 
 

敬畏神的人即或遭遇地上的苦難也不足令
他們失去喜樂，因為更重要的是敬畏神，

與神結連，祂必幫助倚靠祂的人。 

敬畏耶和華的，得著生命；  

他必恆久知足，不遭禍患。  
                                                       箴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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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戀的人不懂知足 
 

傳道者以各樣方式，無論是縱慾、是立功、
是立名，結論是「貪」的人，不會懂知足。 

 
有人說「善良的人總是快樂；感恩的人總
是知足」；換句話說，不懂感恩的人不懂
知足；惡心的人不會快樂！但願你我作清
心者，學會感恩，逃過「貪」的愁苦。 

貪愛銀子的，不因得銀子知
足；貪愛豐富的，也不因得
利益知足；這也是虛空。  

                                                       傳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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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足的「革命」 
 

約翰給信主兵丁的指引，實在是革命性的
改變；因為他們從此不強暴、不訛詐，與
同袍價值觀不同，將有翻天覆地的改變。 

 
信仰是令人歸回安息；只是要有勇氣面對

改變！這就是叫人得救的福音。 

有兵丁問他說：我們當作甚
麼呢？約翰說：不要以強暴
待人，也不要訛詐人，自己

有錢糧就當知足。  
                                                       路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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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道 
 

保羅指出真正的滿足，是敬虔加上知足的
心，相比貪財的人面對是慢長的愁苦路。 

 
怨天尤人的人的生活不單降低生活質素，
也難以接受別人的幫助；保持感恩的心，
不但重得生命力量，且能榮神益人！ 

因為我們沒有帶甚麼到世上
來，也不能帶甚麼去；只要

有衣有食，就當知足。  
                                                    提前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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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然的生活 
 

從表面上看保羅坐牢是可憐的，生活是缺
乏的，行動是受制的，怎可能如此悠然？
明顯是心態的自由遠比外在的自由更重要。 

 
保羅悠然自得的生活祕訣在那裡？ 

我並不是因缺乏說這話，  

我無論在甚麼景況，都可以
知足，這是我已經學會了。  
                                                       腓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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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遇而安 
 

保羅已說出他能悠然自得、隨遇而安的生
活祕訣，不在於環境的施予，也不在於人
事的順利，乃在於他對神的堅信與倚靠。 

 
保羅堅信甚麼呢？就是上帝能夠使用他， 
無論任何景況，上帝都可以藉他祝福人。 

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
怎樣處豐富，或飽足、或有
餘、或缺乏，隨事隨在，  

我都得了祕訣。  
                                                       腓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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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力的祕訣 
 

保羅承認他得力的來源非靠自己，乃因為
主；他認清生命的目標，經歷過在主裡的
喜樂，以致認定只要有主同在便心滿意足。 

 
信仰是要經歷。正如人在世間擁有一切卻
無人跟你分享，就是最痛苦；但只要有人
跟你分享最微小的，也是最幸福的。耶穌
是人類的盼望，人生不能沒有的，是耶穌！ 

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作。  
                                                       腓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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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人助己 
 

先知斥責以色列人偽善，真正的悔改非在
吹噓，乃具體向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 

 
助人者的美好生命在助人時才被發現。要
生活如光、有力、滿足，拿出具體行動罷！ 

你心若向飢餓的人  

發憐憫，使困苦的人得滿足；  

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發現，
你的幽暗必變如正午。  

                                                      賽5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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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人者必蒙福 
 

「骨頭」指全人。祝福別人的必蒙上帝賜
福；即或人看為乾旱時卻經歷神的供應。 

 
一般人的邏輯是要自己「夠」才幫助別人；
上帝的真道卻非如此，祂重視心存憐憫者，
必讓他們行憐憫之同時享有更豐盛的生命。 

耶和華也必時常引導你，在
乾旱之地，使你心滿意足，
骨頭強壯。你必像澆灌的園
子，又像水流不絕的泉源。  
                                                       賽5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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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的喜樂滿足 
 

主耶穌差遣門徒為祂多結果子，並讓門徒
奉祂的名禱告，經歷從神而來的喜樂滿足。 

 
嚐過主恩滋味的人必認同最持久的喜樂滿
足，是見證人認識耶穌得著福音的好處。 

向來你們沒有奉我的名求甚
麼，如今你們求就必得著，
叫你們的喜樂可以滿足。  

                                                       約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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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的喜樂滿足 
 

保羅沒詳述腓立比教會所經歷的大試練，
卻無損他們在基督裡的喜樂滿足， 
甚至還懂得關顧援助有需要的人。 

 
患難是外在的，卻考驗你真正所專注的，

是為主而活，還是為己而活。 

他們(腓立比教會)在患難中
受大試煉的候，仍有滿足的
快樂，在極窮之間，還格外

顯出他們樂捐的厚恩。  
                                                      林後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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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與富足 
 

腓立比教會的外在條件必被認為有所缺乏，
卻主動要求去幫助別人。他們成了當時 
富裕的哥林多教會的提醒與榜樣。 

 
真正的缺欠從來不因為外在條件； 
內心富足的人能在缺乏的條件下 

仍找到出路。同意嗎？ 

再三的求我們，准他們在這
供給聖徒的恩情上有分。  

                                                       林後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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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神與愛人 
 

腓立比信徒的富足不是倚仗自己， 
乃是因為認識主，便懂得關愛別人。 

 
一個越懂得感謝神的人，必越懂得愛人；
正如一個越經歷神大愛得赦免的人， 

必更懂得寬恕別人。 

他們所作的，不但照我們所想
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
己獻給主，又歸附了我們。  

                                                       林後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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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的貧窮 
 

保羅藉腓立比信徒的愛心，突顯耶穌的愛；
祂為人類真正的需要而犧牲自己，讓人 
經歷惟有藉著祂，才曉得何謂真富足。 

 
真富足的人不在於擁有多少，乃在於內心
是否有平安；有平安的人才享有喜樂。 

你們知道我們主耶穌基督的
恩典；祂本來富足，卻為你
們成了貧窮，叫你們因祂的

貧窮，可以成為富足。  
                                                       林後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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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的喜樂 
 

耶穌的喜樂源於人類未來要得的福祉； 
祂為人類的福祉而來，並成全了使命。 

 
為何人生最大的福氣是認識耶穌？因為耶
穌是為解決人犯罪的問題而來。當人類解
決了罪的問題，生命的優先次序得重整，
人生所有的瑣碎問題也再不成問題了。 

祂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就
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
苦難，便坐在神寶座的右邊。  

                                                       來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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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的喜樂 
 

使徒被罵捱打卻心裡歡喜， 
原因只為「配」為主名受苦。 

 
苦難既不由自己控制，卻相信祂知道，便
為主緣故不埋怨、不沮喪，心靈頓時踏實。

既有主同在，沒有甚麼大不了的！ 

他們(使徒)離開公會，心裡歡
喜；因被算是配為這名受辱。  

                                                       徒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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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卒的喜樂 
 

囚犯逃走，本是死罪。禁卒驚訝保羅沒有
順勢逃走，怎會有不借勢得好處的人呢？
因而對他所信的神產生敬畏；認識主、領
洗後，再不畏懼，享有真正的喜樂平安。 

 
人是容易活在驚恐之中，怕人頭不保、飯
碗不保，但有了耶穌，明白今生與永恆；

得著祂，才是至寶。 

他(禁卒)和全家，  

因為信了神，都很喜樂。  
                                                       徒1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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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伴的喜樂 
 

保羅與百基拉和亞居拉夫婦相遇，一同織
帳棚，並肩傳福音，他們甚至把生死置之
度外，彼此相助；得這樣同工，夫復何求？ 

 
基督徒最大的福樂是有主同行也有弟兄姊
妹結伴；祂的新命令讓我們多麼的富足啊！ 

(百基拉和亞居拉)為我的命，
將自己的頸項，置之度外；
不但我感謝他們，就是外邦
的眾教會，也感謝他們。  

                                                       羅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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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無掛慮 
 

甚麼是「一無掛慮」？保羅竟然面對牢獄、
眼疾、或生死都不掛慮？祕訣是—告訴神。 

 
原來「掛慮」，是對神欠缺信心的結果。

信靠與現實之間的確看似有鴻溝， 
在信的人卻看見實底，滿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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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腓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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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求與需求 
 

書念婦人接待以利沙，純出於敬愛神的僕
人；以利沙想滿足她，她卻無所祈求。 

 
「感恩的人總是知足」，書念婦人無所祈
求不代表她無所需求；但她活得滿足，因
她總關注別人的需要，其他的顯得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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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書念婦人)為我們費了許多心
思，可以為妳作甚麼呢？妳向
王或元帥，有所求的沒有？她
回答說：我在我本鄉安居無事。  
                                                     王下4:13 



滿足與讚美 
 

利亞在爭寵過程中體會，上帝才是她當讚
美的，因為她所得的一切，都是從神而來。 

 
我們縱然難以理解古時的婚姻或道德問題，
卻無阻我們從聖經所描述的人物中看見其
生命的成長。是的，聖經本意便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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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利亞)又懷孕生子，說：
這回我要讚美耶和華。  

因此給他起名猶大。  
                                                     創29:35 



知足與強求 
 

上帝憐憫拉結給她生育，只是她只求增添。 
 

拉結的祈求不是對錯的問題，而是人太不
了解自己並上帝的心意，是她的體質難以
承受生產之苦？是她的行為另她人生止步？
我們只知道學曉感恩，是人生的重要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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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結懷孕生子，說：神除去
了我的羞恥。就給他起名叫
約瑟，意思說：願耶和華再

增添我一個兒子。  
                                              創30:23-24 



貪戀與埋怨 
 

當以色列人只為此時此刻的感受而活， 
哀求吃肉之時，是忘記了出埃及的目的！ 

 
因為沒有而祈求，本來不是甚麼大罪； 
但因為祈求而充滿怨言，甚至心生惡毒，

才是問題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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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中間的閒雜人大起貪慾
的心；以色列人又哭號說：

誰給我們肉喫呢？  
                                                     民11:4 



貪愛與偷竊 
 

當亞干為貪愛而偷竊，接著是沒完沒了的
謊話與掩飾時，他是已忘了其尊貴身份了！ 

 
被物質吸引本來沒有甚麼對錯，但因為貪
愛而忘了其身份與使命，傷害全族，甚至

視上帝如無物，才是問題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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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亞干)在所奪的財物中，
看見…我就貪愛這些物件，
便拿去了，現今藏在我帳棚
內的地裡，銀子在衣服底下。  

                                                       書7:21 



貪戀與憤怒 
 

基哈西跟著以利沙是太窮困了罷？貪戀財
富且心生憤怒時，便忘了先知當有的使命！ 

 
被財富與物質所吸引本屬正常，但貪戀甚
至自圓其說奪其不該得的，才是問題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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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主人不願從這亞蘭人乃縵
手裡受他帶來的禮物，我(基
哈西)指著永生的耶和華起誓，
我必跑去追上他，向他要些。  
                                                     王下5:20 



尊重與喜樂 
 

哈曼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卻容不下一個
末底改因為信仰而對他不跪不拜。 

 
地位越高，越受人尊重，也渴望人尊重，
本屬正常；問題是忘了人當有的彼此尊重，
而企圖以權壓制別人，才是問題的所在。 

哈曼心中快樂、歡歡喜喜地
出來；但見末底改在朝門不
站起來，連身也不動，就滿

心惱怒末底改。  
                                                       斯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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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離虛假和謊言 
 

「虛假」指無價值；「謊言」指不實的言
論。這是作者祈求此生所得的第一件事；
他期望過的人生，是踏實的，是有價值的。 

 
為何人喜愛虛假與謊言呢？過份倚賴財富、
名譽、物質等，是帶來愁煩還是快樂滿足？ 

我求祢兩件事，在我未死之
先，不要不賜給我；求祢使

虛假和謊言遠離我…。  
                                                    箴3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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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貧也不富 
 

作者祈求的第二件事，下節經文說明了他
的生活態度，就是敬畏神、榮耀神。 

 
事實不一定如作者所言，富足會不認神，
貧窮會羞辱神；這只是作者的人生哲學。
若你以此為坐佑銘，你的人生會有不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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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求祢兩件事，在我未死之
先，不要不賜給我；…使我
也不貧窮，也不富足，賜給

我需用的飲食。  
                                                    箴30:7-8 



敬畏神的一無所缺 
 

作者以百獸之王來類比敬畏神的人； 
敬畏神的一無所缺。這是聖經的應許。 

 
很多人不以「敬畏神」為大前提，卻指責
聖經的話「離地」？試問今日人的痛苦，

還不是因為離開這要道麼？！ 

少壯獅子，還缺食忍餓；但尋
求耶和華的，甚麼好處都不缺。 
                                                       詩3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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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福樂 
 

敬畏神的人所得著的是明白生命之道，且
帶著喜樂邁步今生，持著盼望奔向永恆。 

 
基督徒可能會沮喪於為何人拒絕福音；別
灰心！你既因為愛傳揚福音，也要以百般
忍耐等待他們與神相遇，認識生命之道。 

祢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在祢面前有滿足的喜樂；  

在祢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  
                                                       詩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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