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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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夠改變事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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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主題：內在動力  許淑芬牧師編寫  



保守你心 
 

保守，就如士兵把手護衛之意。 
保守心的重要，尤關係於一生果效。 

 
要怎樣保守心呢？要留心、要側耳、要存
記上帝聖言，以致除掉、棄絕、離開惡道，
不單得治全體的良藥，且得永恆的生命。 

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  

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  

是由心發出。  
                                                       箴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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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心 
 

論到如何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寵、有聰明，
必須以慈愛和誠實為生活態度； 
要持久得力，在於你專注於神。 

 
專心，是快餐時代最難學的；欠缺專注，
容易迷失，每天忙呀忙，到底為了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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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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一 
 

迦勒與大部份領袖意見不同。專一投靠神
是人的責任；成功與否倒是上帝的事。 

 
有信心的人即或未能改變世情，卻專一向
神經歷人所不能的事；沒信心的人選擇做
對自己有利之事，卻失去經歷神的機會。 

惟有我的僕人迦勒，因他另有
一個心志，專一跟從我，我就
把他領進他所去過的那地； 

他的後裔也必得那地為業。 
                                                       民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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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 
 

迦勒亳不猶疑地相信「足能得勝」， 
原因只有一個，「有耶和華與我們同在」。 

 
相信的人因有神同在便無所懼怕；不信的
人遇困難便退縮畏懼。是一線之差？其生
活態度成了內在動力，推動你以平安喜樂，

還是不安埋怨度日。 

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撫百姓，
說：我們立刻上去得那地罷，

我們足能得勝。  
                                                       民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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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怕 
 

約書亞的信心不是眼見，而是對上帝的認
識；是祂應許，有祂同在，必定成就。 

 
人生最可怕的非眼前環境，乃背叛上帝；

沒有上帝蔭庇，還可作甚麼呢？ 

你們不可背叛耶和華，也不
要怕那地的居民，因為他們
是我們的食物，並且蔭庇他
們的已經離開他們，有耶和
華與我們同在，不要怕他們。  

                                                       民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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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 
 

迦勒與約書亞力排眾議卻招來殺生之禍？
他們的勇敢是來自內在對上帝呼召的回應。  

 
上帝是否忽然幫助是上帝的事，勇敢是人
當有的生活態度。你內在的信念足以成為

動力幫助你過順服上帝的生活嗎？ 

但全會眾說：拿石頭打死他
們二人。忽然耶和華的榮光，
在會幕中向以色列眾人顯現。  
                                                       民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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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心 
 

人都要選擇自己的人生路。約書亞對百姓
的挑戰，激發他們內在動力選擇正確的路。 

 
上帝已經為你我成就救恩，祂願意把萬物
和祂自己白白賜給我們；只要我們同樣為
祂做一件事，就是專心且決心跟從祂。 

這都為你我的好處，你願意嗎？ 

約書亞說：你們現在要除掉
你們中間的外邦神，專心歸
向耶和華以色列的神。  

                                                       書2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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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拯救 
 

在緊急關頭，撒母耳呼喚以色列人做最重
要的事，專一仰望神，必得拯救。 

 
人生有很多緊急的時候，緊急上班上學，
緊急應付工作功課，緊急吃喝玩樂，但緊
急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是甚麼呢？ 

你們若一心歸向耶和華，就
要把外邦的神，和亞斯他錄，
從你們中間除掉……祂必救
你們脫離非利士人的手。  

                                                       撒上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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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決心 
 

所羅門接受列國奉承，黃金珠寶，美女如
雲，抵不住誘惑，跌進偶像陷阱遠離上帝。 

 
魔鬼最知道人類的惡念，給你好處，令你
受迷惑，遠離真道；上帝真道最難的是要
放下自私，但卻是滿足人深層需要的要道。 

所羅門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
的事，不效法他父親大衛，

專心順從耶和華。  
                                                       王上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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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智慧尋查 
 

本書是所羅門王晚年探索生命意義的作品，
發現人生離不開的是勞苦愁煩。 

 
所羅門的智慧被稱為勝過天下的列王， 
他坦誠所發現的，會是他終極感悟嗎？ 

我專心用智慧尋求查究天下
所作的一切事，乃知神叫世
人所經練的，是極重的勞苦。  

                                                       傳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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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專心察明 
 

「捕風」，是指無意義、得不到之意。 
 

縱然作者認同智慧勝過愚昧，仍不得不嘆
息有智慧的跟愚昧者同樣要死亡，令作者
「恨惡生命」，即恨惡其勞勞碌碌的人生。

對你而言，勞碌的人生有何意義？ 

我又專心察明智慧、狂妄和
愚昧；乃知這也是捕風。  

                                                       傳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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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專心尋求 
 

傳道者在竭盡心力考研後，以誠實的心找
到合適的言語，為要指導教訓後輩。 

 
這也可以說是傳道者在勞碌人生中找到最
有意義的事，活著不再為一己的享受，或
是大興土木，立名立功，而是從人生感悟

中找到能指引人的生命路。 

傳道者專心尋求可喜悅的言
語，是憑正直寫的誠實話。  
                                                       傳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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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盡的本分 
 

本節是傳道者探索人生意義後的結論。 
 

上帝賜人智慧卻讓人經歷勞碌愁煩；別急
於埋怨咒詛，即管嘗試各式、享受各種，
但須謹記人當盡的本分是「敬畏神」。 
敬畏神的人不被罪惡綑綁，是自由， 
也享受何謂真平安喜樂的生活。 

這些事都已聽見了；總意就
是敬畏神，謹守祂的誡命，
這是人所當盡的本分。  

                                                       傳12:13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1月主題：內在動力  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8               一月 

13 
星期六 



合神心意 
 

大衛合神心意不因他完美，事實他亳不完
美，乃因他心志「要」遵行上帝的旨意。 

 
基督徒從不標榜「好人」（倒承認自己是
罪人），乃彼此激勵，效法基督，遵行祂
愛的教導，彼此相愛並實踐大使命， 
就在不知不覺間生命變得更美。 

我尋得耶西的兒子大衛，  

他是合我心意的人，  

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  
                                                       徒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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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淨自己 
 

聖經指出過聖潔的生活，不可能靠自己，
而是遵著上帝的標準而行。 

 
沒有上帝標準的人生，只能靠自己；靠自
己的只能「眼高手低」，知道立志為善，
行出來卻不由自己。因此，別再苦苦靠一
己之力，持著敬畏上帝的心行事，才有能
力勝過罪惡，過有道德力量的生活。 

少年人用甚麼潔淨他的行為
呢？是要遵行祢的話。  

                                                       詩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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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許實現 
 

上帝重申祂的應許必實現，但何時實現，
則在乎以色列人是否立定心志遵祂而行。 

 
人人都愛慕福氣，卻要知道必須由許多堅
持支撐。渴望公正的，自己豈可歪斜呢？
願上帝應許實現，由你的堅持開始！ 

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看為善的，
你都要遵行，使你可以享福，
並可以進去，得耶和華向你 

列祖起誓應許的那美地。 
                                                       申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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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驗神的開路 
 

亞伯拉罕的僕人以利以謝遵從吩咐尋找好
媳婦。他默默禱告，且留心上帝如何成就。 

 
我們的神賜予我們何等奇妙的生命動力；

祈禱——經歷人看為不可能的事。 

那人定睛看她，一句話也不
說，要曉得耶和華賜他通達

的道路沒有。  
                                                       創2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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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然倚靠 
 

本篇是智慧詩，勸勉年青人即或見惡人亨
通，也斷不可離棄信仰，仍要默然倚靠神。 

 
人要看見「現眼報」才信服麼？或認為有
財有勢才是福？當你分辨清楚何謂今生與
永恆，你會進入新境界，不再被世事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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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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安穩 
 

本大段輯錄所羅門的箴言，每節都是相對
的論述；本節重心勸勉人要認定，正直人
的路才是安穩、順利，別偏歪走彎曲路。 

 
每個時代都有人以「身不由己」來推卸責
任，但借今日時代的「天眼」來印證， 
聖經真理永恆不變，正直誠實人所走 

的路才確保安穩。 

行正直路的，步步安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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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直人憑甚麼得保守？惟有是自己所行的。 
 

在上帝面前沒有僥倖，即或逃得過地上法
律，也逃不過上帝公義的審判。犯罪的必
須向公義的神承認，回復初心，才能與神

復和，得永恆的福樂。 

行為正直的，有公義保守；  

犯罪的被邪惡傾覆。  
                                                       箴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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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坦大道 
 

正直人要比懶惰人辛苦百倍罷？ 
這難道不是本份麼？其成果無價。 

 
每件事都要付代價，何必嫉妒？負面的比
較，會令人洩氣且心生嫉妒；要正直，視
責任為理所當然的本份，視壓力為幫助自
己成長的動力，除開比較與埋怨，你會發
現所行的路，真是平坦又安穩的大道。 

懶惰人的道，像荊棘的籬笆；  

正直人的路，是平坦的大道。  
                                                       箴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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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主真門徒 
 

當時的猶太人信耶穌最難之處，是表明信
耶穌是基督，是神愛世人的標記；若認信，

有可能遭同伴排斥，被群眾敵視。 
 

信耶穌，要放下面子，謙卑承認有罪； 
信後，要實踐愛，包括愛那不可愛的， 
為要讓他們得著耶穌的愛。難嗎？ 

耶穌對信祂的猶太人說：  

你們若常常遵守我的道，  

就真是我的門徒。  
                                                       約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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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源頭 
 

本書論到神是光、神是愛；為此，信徒憑
藉信心便能行在光中，且能坦然實踐愛。
原來凡認識神的，其內在生發非凡動力。 

 
上帝為我們做一件非凡的事，就是藉著耶
穌拯救凡信祂的人；因此，信徒再不受世
界迷惑，能分辨何謂今生與永恆，有力量
抗拒迷惑、得勝罪惡，過聖潔自守的生活。 

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  
                                                       約壹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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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是先犧牲 
 

上帝主動愛世人，先犧牲， 
成了第二個亞當，挽回人與神關係復和。 

 
上帝所作的犧牲，被不信的譏笑、辱罵、
拒絕。祂被傷害卻沒有灰心，被反擊卻沒
有憤怒，被拒絕卻沒有放棄，祂的愛在信

祂的人是何等的感動與溫暖啊！ 

不是我們愛神，乃是神愛我
們，差祂的兒子，為我們的
罪作了挽回祭，這就是愛了。  
                                                       約壹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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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神愛人 
 

愛神愛人是無可選擇，不能分割的關係。 
 

若有人愛神卻恨人，這人與神關係「好極
有限」。這是定律，並非上帝吝嗇，而是
人的選擇，內心潛藏恨意，還如何有空間
選擇愛呢？主耶穌教導饒恕，不需花氣力，

只需仰望上帝，上帝如何饒恕你， 
也如何饒恕那得罪你的人罷！ 

我們若愛神，又遵守祂的誡命，
從此就知道我們愛神的兒女。 
                                                       約壹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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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難守的誡命 
 

得成為神的兒女，是因為信心， 
相信耶穌是神的愛子，並賜給我們永生。 

 
有人誤以為信耶穌得永生是「貪心」？不！
這是給世人最好的消息！永生非指物質也
非將來式；「永生」是指「生命」，是與

神有關係，今生直延永恆的關係。 

我們遵守神的誡命，這就是
愛祂了；並且祂的誡命  

不是難守的。  
                                                       約壹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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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永生 
 

作者重申基督徒有「永生確據」，因為這
是基督徒過更豐盛人生的重要內在動力。 

 
自信的人是因為對自我認知、肯定；同樣，
有信心的基督徒是因為對自我身份的不惑，
確知道今生有主同行，永恆與主同在！ 

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信奉神
兒子之名的人，要叫你們知

道自己有永生。  
                                                       約壹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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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明證 
 

基督徒信服神，基於認識上帝，且領受了
命令；愛，是基督徒在世的重要使命。 

 
愛，是動詞。基督徒不怕別人作宗教比較，
因為無可比擬，基督徒所相信的不是宗教，

而是價值信念，這是生命。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  

這人就是愛我的；愛我的必
蒙我父愛他，我也要愛他，

並且要向他顯現。  
                                                       約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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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侍與愛 
 

基督徒所信的不是宗教，而是真理，合乎
普世價值的真理，貢獻自己，服侍人群。 

 
主耶穌要求基督徒怎樣服侍呢？ 

愛主所愛，作主所愛。主所愛的是甚麼呢？ 
祂願意萬人得救，明白真道。 

若有人服事我，就當跟從我；
我在那裡，服事我的人，也
要在那裡；若有人服事我，

我父必尊重他。  
                                                       約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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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勝的道 
 

作者深信基督徒必能戰勝魔鬼，不是靠自
己，而是藉耶穌的救贖並信徒經歷與見證。 

 
見證，是主觀的也是客觀的。主觀在於你
個人的經歷；客觀在於耶穌基督道成肉身
是歷史，是無可推翻的事實。既是如此，
信徒因著生命改變，其價值取向也堅不移。 

弟兄勝過牠，是因羔羊的血
和自己所見證的道；他們雖
至於死，也不愛惜性命。  

                                                       啟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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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在神愛裡 
 

基督徒有喜樂得平安，非靠外在環境， 
乃是認識真理，且持續被上帝的愛包圍。 

 
人的受造奇妙，理性與感性並行； 
上帝藉著真理剖開人的心思意念， 

且有聖靈內住，藉禱告，經驗神的同在。 

你們卻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
自己，在聖靈裡禱告，保守自
己常在神的愛中，仰望我們主
耶穌基督的憐憫，直到永生。 
                                                      猶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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