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年主題的意念是來自《耶穌會怎麼
做？》（W h a t  w o u l d  J e s u s  D o  t o d a y？
B y  B r i a n  K .  S h i p m a n  徐白瑞；黃耀禮
及傅湘雯譯）一書。透過每月主題，反
思假若主耶穌在旁，祂會怎麼做，鼓勵
跟隨者跟隨主腳蹤。本靈修默想適合繁
忙的城巿人，在每天早上先安靜十分鐘，
領受及默想上帝聖言，靠主過得力生活。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2月主題：勝過試探  許淑芬牧師編寫  



要抵擋魔鬼 
 

本章論到當時某些信徒生活亂七八糟， 
被私慾控制，爭戰又鬥毆。雅各指出抵擋
魔鬼惟一方法是順服神，牠便無機可乘了。 

 
很多人對「順服」抱消極態度？別讓魔鬼
散播如此謠言！真正的順服必須要有信心，
而信心的基礎必先是認識並經歷神大能的
拯救。因此，基督徒的順服絕非盲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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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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初五 



要倚靠神得勝 
 

這是撒母耳的母親哈拿的禱告。她經歷上
帝的大能，更體會神必能保護屬祂的子民。 

 
有誰曉得你生命中將會遇見的事呢？但人
類最需要的不是要預知未來，因為這可能
帶給你是可怖的生活！你若相信未來每刻
上帝都與你同行，則何須再擔憂呢？ 

祂必保護聖民的腳步，  

使惡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動，
人都不能靠力量得勝。  

                                                       撒上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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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榮耀神 
 

作者鼓勵悔改基督徒重新堅信上帝的應許，
祂的應許是在信徒生命中實現叫神得榮耀。 

 
基督徒新生命顯於生活中，尤其價值觀與
人生態度的不一樣，就是榮耀神的見證。 

神的應許，不論有多少，在
基督都是是的；所以藉著祂
也都是實在的，叫神因我們

得榮耀。  
                                                    林後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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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意志克勝慾望 
 

魔鬼名意是「誹謗者」。牠試探耶穌對自
己的身份認知度，也試探祂對慾望的要求。 

 
以色列人剛出埃及便因沒有食物出言埋怨，
不顧身份也抺殺對上帝的認識，只知道自
己餓了的需要。牠向耶穌重施技倆。 

魔鬼向你再用這招式，你會如何招架呢？ 

那試探人的進前來，  

對祂說：祢若是神的兒子，  

可以吩咐這些石頭變成食物。  
                                                       太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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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順從聖言 
 

耶穌回應魔鬼不用花招，只藉聖言招架。 
 

若你被魔鬼的挑釁牽著走，為身份辯護？
便必輸無疑。主耶穌只用聖經回應，沒有
算計神兒子身份當有如何優惠，只知道聖

經的話就是祂的力量。你呢？ 

耶穌卻回答說：經上記著說：
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
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  

                                                     太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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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理智面對挑釁 
 

「你若是…」是一句直接入心的挑釁語句，
但真正的核心非要你回答問題，而是要你

懷疑以致混亂產生非理智的行動。 
 

魔鬼愛挑釁也掌握到人最弱之處。 
一個被情緒主導的人，分分鐘跌進陷阱。 

…祢若是神的兒子，可以跳
下去，因為經上記著說…。  

                                                       太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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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拒絕試探神 
 

「跳下去…」這話會激發起人怎麼樣的情
緒呢？身份的確認？耶穌的行動讓我們看

見藉聖經指引以不變應萬變。 
 

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上帝說你是祂的
兒女，就是祂的兒女。你的自信在於聖經
的應許，不在於你的感覺或是別人的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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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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堅拒誘惑 
 

魔鬼沒有再引用聖經的話， 
直接給耶穌開出誘惑的條件。 

 
魔鬼狡猾得逞，在於牠掌握到一般貪婪者
的心，貪方便、走捷徑、憧憬未來？基督
是為受苦而來，基督徒卻可走舒適捷徑嗎？ 

(魔鬼)對祂說：祢若俯伏拜
我，我就把這一切都賜給祢。  

                                                        太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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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要事奉神 
 

撒但名意「抵擋者」。牠核心目的是要誘
惑人離開神，走與神對抗的路。面對撒但，
只有一個行動，就是以聖經的力量抵擋牠。 

 
撒但有機可乘在於人沒有定見， 

沒有專注，沒有委身的決心。同意嗎？ 

耶穌說：撒但，退去吧！  

因為經上記著說：當拜主祢
的神，單要事奉祂。  

                                                     太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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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釐清懷疑 
 

以色列人欠缺信心，更欠奉順服行動。在
出埃及的路上，每天親見雲柱火柱的神蹟，
卻仍以自我中心判決神，以致尋不見上帝。 

 
信心與順服是雙生的，缺一不可。信心幫
助我們排除萬難，順服建立信心更穩固。

你預備好藉信心與順服經歷神嗎？ 

他(摩西)給那地方起名叫瑪
撒…因他們試探耶和華說：
耶和華是在我們中間不是？  

                                                     出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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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忍耐等候 
 

上帝沒有應許我們不遇見試探， 
卻應許要救我們脫離兇惡。 

 
還未見出路嗎？要信得過上帝，祂認識你，
等待的人有福了。別急於離開困難，要在
困難中體驗神同在，學當學的才是最重要。 

神是信實的…在受試探的時候，
總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 

叫你們能忍受得住。 
                                                   林前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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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靠基督得勝 
 

當作者思想到基督從死裡復活，得勝了死
亡與罪惡的權勢，感動得榮歸上帝。 

 
得勝的生活是個怎樣的生活方式呢？ 

堅固不搖動，竭力作主工。你正是這樣嗎？ 

感謝神，使我們藉著我們的
主耶穌基督得勝。  

                                                     林前1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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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逃避罪惡 
 

何謂「逃避」，有如走難逃命般亳不猶疑。 
 

聖經清楚指出，我們的身體是聖靈的殿，
淫行是直接得罪自己身體；基督徒當逃避
一切會危害與神關係，並傷害自己與別人

的事情，免得得罪神、遭毀壞。 

你們要逃避淫行。  
                                                     林前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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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除去貪念 
 

第十誡的重點，切勿貪戀著別人的東西。 
 

嗜貪戀別人東西的人，其中一個原因肯定
是不怎麼珍惜自己所擁有的；不珍惜所擁
有的也是漠視上帝的主權。要除去貪念，
先把視線專注於神並祂所賜予的一切罷！ 

不可貪戀人的妻子，也不可
貪圖人的房屋、田地…。  
                                                     申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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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公義正直 
 

「財利」非壞事，「貪戀」才是問題。 
貪財的不單是害己也是害人。 

 
魔鬼能擾害甚麼人呢？就是罪人，那些偏
歪了的人。你若習慣過公義正直的生活，

有誰能引誘你呢？ 

貪戀財利的，擾害己家；  

恨惡賄賂的，必得存活。  
                                                     箴1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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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持守真道 
 

聖經直接指出愛好以錢財或以今生的事物
為人生方向的人，已偏離真道， 
其結果是被那些事物傷害。 

 
這個世界吸引人嗎？是的，尤其對沒有意
識尋找人生方向的人，被這世界誘惑，隨
波逐流。你已持定基督徒當有的方向嗎？ 

貪財是萬惡之根；有人貪戀
錢財，就被引誘離了真道，
用許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提前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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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相信上帝 
 

夏娃對「使人有智慧」特別好奇，顯然與
上帝的吩咐成強烈對比，是上帝有私心嗎？ 

 
魔鬼名意是誹謗者，愛搬弄是非，尤其離
間你與神的關係。要拒絕讒言，必先持定
相信上帝是公義、慈愛、信實的，再結合
聖經知識與人生體會去見證所信的真確。 

那女人見那捰樹的果子，好作
食物，也悅人的眼目，且是可
喜愛的，能使人有智慧…  

                                                     創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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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敬畏上帝 
 

亞伯拉罕的「以為」，幾乎毀了妻子一生。 
 

一般人常被「以為」駕馭，以為苦難是從
神而來，便懷疑上帝的慈愛；以為對方不
明白自己，便退縮不肯坦誠分享；以為上
帝不能管及未信主的人，便有擔心度日。
基督徒要相信上帝的權能超於一切， 
只管勇敢不怯懦生活，祂必幫助你。 

我以為這地方的人總不懼怕
神，必為我妻子的緣故殺我。  

                                                     創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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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制止怒氣 
 

本節是上帝苦口婆心地一再提醒該隱，要
駕馭怒氣！最終他按捺不住，殺了兄弟！ 

 
許多人看錯了，以為是上帝偏心導致該隱
犯罪？不是的！一個滿懷憤怒，不懂面對
得失的人，任何事也會衝擊他，令他犯錯！
上帝的苦心勸導，你能用心傾聽嗎？ 

你若行得好，豈不蒙悅納？你
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門前。
它必戀慕你，你卻要制伏它。  

                                                     創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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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承擔責任 
 

掃羅面對責難時卻振振有詞地舉出三例，
他真的無問題，可以推卸得一乾二淨嗎？ 

 
人說：解釋就是掩飾。承擔責任是人生路
上極重要守護自己免行差踏錯的關鍵。掃
羅把所有責任推給別人，對你有何提醒呢？ 

掃羅說：因為我見百姓離開我
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來
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 

                                                    撒上13:11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2月主題：勝過試探  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7              二月 

20 
星期一 



要明辨是非 
 

聖經記載約瑟能輕易擺脫誘惑，全因為他
意志堅定要敬畏上帝，誘惑便沒機可乘了。 

 
沒有立志，便沒有機會親嚐成功。世界誘
惑多，你願意立志敬畏上帝，即或要面對
正直的代價，仍堅決過敬虔的生活嗎？ 

約瑟不從，對他主人的妻說:…
在這家裡沒有比我大的；… 

我怎能作這大惡，得罪神呢？ 
                                                     創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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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寬厚 
 

被人遺忘是痛苦的，無盡的等待也是難受。
約瑟仍以敬畏神的心接受現實，忍耐等候。 

 
我們當培養寬厚的心，既相信一切事有上
帝容許，就以平靜安穩迎接如意或不盡人
意的事，建立強健心靈。何必數算別人的
不是呢？謹記寬厚待人等同寬厚對己啊！ 

酒政卻不記念約瑟，  

竟忘了他。  
                                                     創4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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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擺脫仇恨 
 

約瑟待人寬厚，沒有把往事記在心上， 
但兄長們竟懷疑他要報復？約瑟沒有自憐，
仍忍耐體貼地安慰他們，令他們安心。 

 
約瑟連丁點的自憐也放開，完全擺脫仇恨，
是基於相信上帝是有祂的美意。你呢？ 

約瑟對他們(兄長們)說：不
要害怕，我豈能代替神呢？
從前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我…。  
                                                 創50: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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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立志 
 

但以理從克制肉體的飲食開始， 
建立敬畏上帝的生活方式。 

 
現代人健康問題多，是從嗜食嗜飲開始罷。
你願意有健康身心靈事奉神服侍人嗎？ 

有甚麼習慣需要改善呢？ 

但以理卻立志，不以王的膳
和王所飲的酒玷污自己。  
                                                     但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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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決心 
 

但以理三位朋友的決心， 
令人驚訝，也令人鼓舞。 

 
人要在尋常的日子立志， 

到大是大非要抉擇之時才能持守著。 
你向上帝所立的志向有決心持守著嗎？ 

王啊：祂也必救我們脫離你
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
當知道，我們決不事奉你的
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  

                                                 但3: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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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勇敢 
 

但以理宣告王的罪狀，沒勇氣的決不能幹。 
 

勇者無懼之因是相信自己所行正確， 
當然並不是純自我感覺良好， 

而是順從上帝標準而行。勇敢是需要勇氣， 
你靠著主有勇氣作當作的事嗎？ 

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說：你的
贈品可以歸你自己，你的賞賜
可以歸給別人；我卻要為王讀
這文字，把講解告訴王。  

                                                     但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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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平靜安穩 
 

但以理知道敵人對他的嫉妒以致給他陷阱，
但他仍注目於神，愛神是他生活的核心。 

 
基督徒仍擔心被陷害，被剝削，被欺負嗎？
試默想但以理，他的力量從何而來？ 

但以理知道這禁令蓋了玉璽，
就到自己家裡，一日三次，雙
膝跪在他神面前，禱告感謝，

與素常一樣。  
                                                     但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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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見證 
 

當大利烏王束手無策地看著但以理遭陷害，
惟一能做的是跪在上帝面前禱告。這經驗
令他勇氣倍增，公然見證上帝是活神。 

 
有美好生命見證的基督徒，都是體驗過上
帝的大能，而他們也必是實踐聖經真理者。 

現在我(大利烏王)降旨曉諭
我所統轄的全國人民，要在
但以理的神面前，戰兢恐懼。
因為祂是永遠長存的活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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