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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福 
 

本篇是上行之詩，是猶太人每年往聖殿敬
拜「登階」所唱頌的。本章簡單說出敬畏
神所得的是家庭蒙福，享「安樂茶飯」。 

 
「勞碌」是人類犯罪後的必然後果， 

順服的享受勞碌所得；而人類的勞碌離不
開為了家庭幸福，上帝也以此祝福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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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五月 

1 
星期五 勞動節 

你要喫勞碌得來的；  

你要享福，事情順利。  
                                                     詩128:2 



平靜了 
 

當門徒在大風浪中急忙地尋求主的幫助，
耶穌醒了，斥責風和海便平靜了。 

 
難道耶穌睡了風浪便起，耶穌醒著便平靜？
當然不是，有耶穌同在，即或遇上風浪或

平順，也當保持因信而有的安穩， 
因相信祂「有分數」。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5月主題：懂安靜  許淑芬牧師編寫  

2020               五月 

2 
星期六 

耶穌醒了，斥責風，向海說：
住了吧！靜了吧！風就止住，

大大地平靜了。  
                                                     可4:39 



鎮定了 
 

「心裡明白過來」原意「頭腦清楚健全、
鎮定」。為何格拉森人見那被群鬼所附的
人安靜了、鎮定了，不是高興而是害怕呢？ 

 
當一個人的專注點在別些事情，是難以關
注別的人事，甚至「感受」也有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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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星期日 

他們…看見那被鬼附著的人，
就是從前被群鬼所附的，坐
著，穿上衣服，心裡明白過

來；他們就害怕。  
                                                     可5:15 



告訴祂 
 

血漏婦人為了頑疾身心俱疲，怎肯告訴別
人？如今可以把實情全告訴耶穌，多自由！ 

 
不能把「實情」說出來的生活會是如何？
生命有了耶穌，「實情」所帶給自己的痛
苦無論有多甚，最重要的是耶穌聆聽， 

祂必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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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星期一 

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
的事，就恐懼戰兢，來俯伏在
耶穌跟前，將實情全告訴祂。  

                                                      可5:33 



只要信 
 

睚魯只有一個獨生女兒，親自到來求耶穌
醫治她，途中遇上「阻礙」，先救了另一
個患病十二年的女人；睚魯沒有作聲， 

只默默地跟著耶穌。 
 

若你是睚魯，你會跟著耶穌到底嗎？ 
睚魯內心縱然焦急，仍把主權交托於主，
相信耶穌，默默跟著祂，相信祂有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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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星期二 立夏 

耶穌聽見所說的話，就對管
會堂的說：不要怕，只要信。  

                                                      可5:36 



求主幫助 
 

這位父親因耶穌的門徒不能醫治他的兒子
而與門徒爭論，但耶穌來到，他便放下 

爭論，只求耶穌憐憫與幫助。 
 

這位父親的爭論是沒有惡意，他只疑惑，
反映他的內心是相信門徒是「應該能」； 
但爭拗是不能助他解決問題，他找緊目標
求主助他有信心，而不是「批評」門徒。
要找緊焦點，免被不必要的問題弄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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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星期三 

孩子的父親立時喊著說：我
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幫助。  

                                                     可9:24 



為甚麼不能？ 
 

門徒不能趕出啞吧鬼，不但是那父親的疑
問，也同樣是門徒的疑惑。耶穌直指，不
是上帝的問題，乃是門徒不夠專注於神。 

 
「為甚麼不能」這疑惑會攪擾你的心， 
以致對神失望、更小信麼？別把責任放在
神身上，勇敢正視自己，解決問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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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星期四 

耶穌進了屋子，門徒就暗暗
的問祂說：我們為甚麼不能

趕出牠去呢？  
                                                     可9:28 



得救與得力 
 

以色列人被亞述大軍壓境時，沒有尋求神
卻向埃及求助；先知指出得救與得力之道。 

 
在兵荒馬亂之時亳無方向求助是正常嗎？
基督徒卻要臨危不亂，因為神坐著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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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星期五 

主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者曾如
此說：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
息；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

你們竟自不肯。  
                                                     賽30:15 



耶和華坐著為王 
 

「洪水泛濫」指各式患難、不安、爭鬥，
是令人惶恐懼怕；聖經卻堅定告訴我們，
上帝是「永遠」為王，短暫不安算甚麼呢？ 

 
你的信仰在這混亂時代，能使你仍氣定神
閒、從容自若麼？讓我們專注所信，因我
們所相信的不是一己之力，乃永恆的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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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星期六 

洪水泛濫之時，耶和華坐著
為王；耶和華坐著為王，  

直到永遠。  
                                                     詩29:10 



母親的教訓 
 

利慕伊勒受教於母親，遠離酒與不當的性
慾，選才德婦人為妻，一生必不缺少利益。 

 
假若這位王就是所羅門，母親是拔示巴，
其教訓更令人省思。作為男性，要慎選賢
妻；作為女性，要慎選敬畏神、愛慕建立
蒙福家庭的丈夫，是一生蒙福的重要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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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星期日 母親節 

利慕伊勒王的言語，  

是他母親教訓他的真言。  
                                                     箴31:1 



心中安靜 
 

「心中安靜」可譯「健全的心靈」；「骨」
指全人；「嫉妒」指「忌恨、生氣」。 

 
一個健康的人遠離嫉妒紛爭；不健全的人
容讓嫉妒紛爭蠶食全人，以致身心俱疲。
保持健康的心靈是一種選擇。你健康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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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星期一 

心中安靜，是肉體的生命；
嫉妒是骨中的朽爛。  

                                                     箴14:30 



別心懷不平 
 

本篇是指引年青人謹記惡人不得長久， 
要持守為義，得蒙神永遠福佑。 

 
「心懷不平」是因見惡人亨通而難以釋懷，
忘了倚靠神行善才是當專注的事。謹記，
總有一天要在神面前交賬，何必為那作惡
加添自己的痛苦呢？交託神，釋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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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星期二 

不要為作惡的，心懷不平；
也不要向那行不義的，  

生出嫉妒。  
                                                     詩37:1 



別嫉妒罪人 
 

「罪人」指犯罪者；「終日」指全部。 
 

很多人因為太關注別人，以致忘了建造自
己的生命。要找穩目標，當專注的是敬畏
神，讓神善報於你；而不是專注於惡人，
要求神惡報他們。神自有「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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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星期三 

你心中不要嫉妒罪人，只要
終日敬畏耶和華，因為至終必
有善報，你的指望也不至斷絕。  
                                                箴23:17-18 



智慧的言語 
 

這可說是作者心靈掙扎之回應——某城巿
被智慧的貧窮人解救後，愚昧的喧嘩聲卻

蓋過了對智者的敬重！ 
 

可惜現實生活中，會叫囂、煽動人的都是
令人更愚昧之聲；惟有以智慧持守的， 

才能解救自己脫離愚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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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星期四 

寧可在安靜之中聽智慧人的言
語，不聽掌管愚昧人的喊聲。  

                                                     傳9:17 



只可安靜等候 
 

作者學懂安靜，不是不怕惡人所帶來的禍
害，乃因敬畏神得知神借惡民之手所作的
必會成就，他只能安靜等候仰望神的憐憫。 

 
難道上帝不知道你的困苦麼?連惡人的手祂
也能管理，因此要怕的是神，當敬畏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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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五月 

15 
星期五 

我聽見耶和華的聲音，身體戰
兢，嘴脣發顫，骨中朽爛…我
只可安靜等候災難之日臨到，

犯境之民上來。  
                                                     哈3:16 



因神喜樂 
 

當哈巴谷先知明白神的旨意，即或非他冀
望，但他再不畏懼惡人，因他不可能求惡
人憐憫，乃要仰望神的拯救，祂是主人。 

 
在患難之日，更當敬畏神，更認識祂， 
你便無所畏懼，因祂顧念你，必幫助你。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5月主題：懂安靜  許淑芬牧師編寫  

2020               五月 

16 
星期六 

雖然…然而，我要因耶和華
歡欣，因救我的神喜樂。  
                                                     哈3:18 



神是我的力量 
 

「快如母鹿的蹄」應作「穩行如母鹿」，
意作者因信靠神有如母鹿腳步快卻不滑倒；
「穩行在高處」原文「踐踏在背上」， 
指勝利者將腳踏在敵人身上以示勝利。 

 
信心眼睛能超越於眼目所見， 

是因為專注於神，相信祂，便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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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星期日 

主耶和華是我的力量，  

祂使我的腳快如母鹿的蹄，
又使我穩行在高處。  

                                                     哈3:19 



步步安穩 
 

這是遵守律法與不守法之人的分別。 
「敗露」指「被發現」。 

 
我們的信心是在於是否遵循著神的律法，
這也是守法的人得平安之因；犯法的人無
論怎樣自圓其說，也難以隱藏其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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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星期一 

行正直路的，步步安穩；  

走彎曲道的，必致敗露。  
                                                    箴10:9 



必得安穩 
 

上文論若人沒有定見，隨惡人行惡是作賤
自己，因為怕人的，只會陷入惡人的陷阱。 

 
基督徒當敬畏神，就不會怕人，行事便有
智慧與定見；不在惡人的惡上有份， 

生活必得安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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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星期二 

懼怕人的，陷入網羅；  

惟有倚靠耶華的，必得安穩。  
                                                       箴29:25 



可以安穩 
 

「安穩」即「平安」。屬真理的人， 
實踐「相愛」之道，對任何人也不生仇恨，

且有憐憫，見證了這就是屬神的人。 
 

你的生命是否屬神，是基於你內心有沒有
愛；不屬神的人就是滿口仁義，對人卻充
滿恨意且欠缺愛，那人怎可能是屬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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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星期三 

從此，就知道我們是屬真理
的，並且我們的心在神面前

可以安穩。  
                                                     約壹3:19 



等待誰？ 
 

施洗約翰差人問主這個嚴肅問題，他疑惑
曾為耶穌施洗時見證了祂是彌賽亞，但為
何祂仍沒有拯救自己，難道祂不是救世主？ 

 
施洗約翰相信的正確， 

只是經歷與他的期盼相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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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他(施洗約翰)便叫了兩個門
徒來，打發他們到主那裡去，
說：那將要來的是你麼？  

還是我們等候別人呢？  
                                                     路7:19 



回到聖經 
 

耶穌以舊約以賽亞書35及61章的記載回應
約翰，為要堅固約翰軟弱了的信心。 

 
我們都會有信心軟弱的時候，最要緊的是
回到聖經，讓神的話語堅固你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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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耶穌回答說：你們去把所看
見所聽見的告訴約翰；就是
瞎子看見、聾子聽見…。  
                                                     路7:22 



不因主跌倒的有福了 
 

難道是主耶穌令人跌倒？不！耶穌帶領約
翰回到聖經，不以自己的期待替代神旨意。 

 
不要把「以為」作前設，以為祈禱了便會
「應驗」，以為做對了必會「順利」，以
為神應該如此這般行…；用一己之意解釋
聖經，換來的可能是迷惘、憤怒…！ 
回到聖經，讓聖經說話，重新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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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閏四月 

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  
                                                        路7:23 



這世代 
 

耶穌用小孩子玩遊戲的執拗來形容這世代。 
 

日光之下並無新事， 
耶穌時代與今日時代無異， 

該如何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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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主又說：這樣，  

我可用甚麼比這世代的人呢？  

他們好像甚麼呢？  
                                                     路7:31 



批評 
 

自我中心的人總以自我中心評論事情。 
 

人藉眼所見的表面事情而作為評論的證據，
會有何嚴重的後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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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洗的約翰來，不喫餅、  

不喝酒；你們說他是被鬼附
著的。人子來，也喫也喝；
你們說他是貪食好酒的人，

是稅吏和罪人的朋友。  
                                                  路7:33-34 



智慧之子 
 

人的自我中心有如孩童般，難以判斷屬神
的心意；但屬神的人必能洞悉耶穌所行的

合乎神意旨。 
 

人離開「律法」作準繩，結局是可悲的，
有如孩童般玩鬧！基督徒要回到聖經， 

安靜聆聽神話語，遵從神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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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星期二 

但智慧之子，都以智慧為是。  
                                                          路7:35 



祂若是先知 
 

西門認識那女人，所以蔑視她； 
他不認識耶穌，所以輕視祂、失禮待祂。 

 
話說回來，這是做人「正常」的態度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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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請耶穌的法利賽人看見這事，
心裡說：這人若是先知，必
知道模祂的是誰，是個怎樣

的女人，乃是個罪人。  
                                                     路7:30 



誰更愛祂？ 
 

西門按常理回應耶穌， 
耶穌也按常理指出那女人與他的不同。 

 
耶穌與西門所討論的，不是信仰，是生命。 
信仰並不能令我們變得更好；讓信仰改變

生命的人才能令生命變得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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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耶穌對他說：…這兩個人那
一個更愛他呢？西門回答說：
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  

                                                 路7:42-43 



你的信救了你 
 

那女人本已改過自新卻仍承受著人的歧視；
耶穌向那女人宣赦，不因她有了信仰， 
乃因她愛的行動，反映其美善的生命。 

 
西門可能認為自己是好人而不是歧視他人，
耶穌對他的提醒可會改變他的生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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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耶穌對那女人說：你的信救
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罷！  

                                                     路7:50 



哀哉 
 

難道耶利米認為神誤導百姓麼？不！是假
先知假說平安導致百姓沒自省，深陷罪惡。 

 
當時的世代充滿假先知的言論， 
人該如何分辨，行正確的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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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哀哉，主耶和華阿，  

祢真是大大的欺哄這百姓和
耶路撒冷，說：你們必得平
安；其實刀劍害及性命了。  

                                                     耶4:10 



洗去 
 

耶利米沒有爭拗誰是真先知、誰是假先知，
他只能警剔百姓除去惡念與惡行。 

 
這世代聲音太多，要讓自己安靜， 
自省心思有否惡念，行為有否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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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阿！你當洗去心中
的惡，使你可以得救；惡念
存在你心裡，要到幾時呢？  

                                                     耶4: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