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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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主題：積極順服  許淑芬牧師編寫  



順服神 
 

本書作者寫給猶太基督徒，教導他們別受
過去扭曲價值觀影響，小信、重富輕貧、
論斷等。務要順服神，抵擋魔鬼，明證他

們的信仰。 
 

基督徒令魔鬼無法埋身的關鍵是順服神。
順服的背後是相信神的同在，以敬畏神尊
重人為生活原則，以致凡事得蒙祂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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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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心順服 
 

末底改既在被擄群中，該曾是王室成員。
王要尋找美女，以斯帖被迫入宮；末底改
則甘心為照顧養女，入宮當守門員。 

 
末底改既在不能選擇環境下，便順服且盡
力做他能夠做的。順服並不吃虧，因無論

往那裡，只有神同在，便有出路。 

末底改天天在女院前邊行走，
要知道以斯帖平安不平安，

並後事如何。  
                                                       斯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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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於信仰 
 

末底改坦誠告知不跪拜哈曼乃由於信仰；
此理由不單不被接受，且帶來殺身之禍。 

 
末底改可以忍受被擄，接受低微工作， 

但要選擇順服神還是聽從人，則無可退讓。 

他們天天勸他(末底改)，  

他還是不聽，他們就告訴哈
曼，要看末底改的事站得住
站不住，因他已經告訴他們

自己是猶太人。  
                                                       斯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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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託給神 
 

末底改得知因為不跪拜哈曼而招惹苦難，
甚至是波及全民族。他哭著在城中跑一回，

是後悔嗎？會有何感悟？ 
 

從上下經文可推想，末底改的哭號對象是
上帝，而不是後悔，既知道自己做得正確，

一切便交給上帝。 

末底改知道所作的這一切事，
就撕裂衣服，穿麻衣，蒙灰
塵，在城中行走，痛痛哀號。  

                                                       斯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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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定相信 
 

末底改沒有哀求以斯帖去幫他，而是讓以
斯帖勇敢選擇順服神，是無可推諉的行動。 

 
末底改所相信的不是眼前誰可幫助他，而
是相信神必定幫助，只是不知道會否藉她。 

此時你若閉口不言，猶大人
必從別處得解脫，蒙拯救，
你和你父家，必至滅亡。  

焉知妳得了王后的位份，  

不是為現今的機會麼？  
                                                       斯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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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同在 
 

約瑟經歷苦難，但他沒有黏著苦難、沉溺
痛苦；他能接受現實，面對被賣的新生活。 

 
很多人以負面態度看「接受現實」；從約
瑟身上，可會看見接受現實的正面力量？ 

約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
中，耶和華與他同在，他就

百事順利。  
                                                       創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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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記念 
 

約瑟當然渴望酒政幫助他，人卻忘了他。
約瑟仍然忍耐。 

 
一年又一年的監獄生涯並不好受，約瑟竟
能熬過，不是因為他比常人更多忍耐， 
而是他比一般基督徒更專注於神。 

酒政卻不記念約瑟，  

竟忘了他。  
                                                       創4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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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有美意 
 

約瑟並非不知道人心險惡，但他沒有將心
交給人，只交給神，經歷神奇妙的帶領。 

 
環境與人事會左右人生活是否快樂； 

但基督徒若將心給神，視一切都有神美意，
就不會輕易任由苦痛進駐內心。 

從前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我，
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
全許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

的光景。  
                                                       創5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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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美意 
 

耶穌道成肉身在地上行神蹟奇事，猶太人
卻看不懂耶穌就是彌賽亞；普通百姓倒以
誠實態度認識耶穌，便歡喜跟從祂。 

 
上帝的美意是甚麼？「自以為」聰明的人
把救恩變得複雜。一個專注為別人謀好處
者與只想表現好者，是很大的差別啊！ 

父阿，是的，  

因為祢的美意本是如此。  
                                                       太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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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祂美意 
 

腓立比教會並不富有，卻熱愛傳福音。 
保羅視他們有如此心志為上帝的美意， 
勸勉信徒更要同心合一完成使命。 

 
不要輕看所有的感動與立志。所有願作的

善事既有神的帶領，便勇敢禱告、 
專心信服、謙卑配合，成就神的美意。 

因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神
在你們心裡運行，為要成就

祂的美意。  
                                                       腓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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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服禱告 
 

尼希米收到耶路撒冷的坎坷消息，心裡起
意走往聖城，在神面前祈求亨通的路。 

 
尼希米不得不遵從內心的感動， 

也不得魯莽想做就做，唯有交託禱告， 
若是主心意，必有平安帶領。 

主啊，求祢側耳聽祢僕人的
祈禱，和喜愛敬畏祢名眾僕
人的祈禱，使祢僕人現今亨

通，在王面前蒙恩。  
                                                       尼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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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服盡責 
 

尼希米順服神接受被擄的懲罰，且忠心盡
責服侍外邦君王。上帝藉他過去忠心所行，

得王信任且伸出關愛之手。 
 

一般人如何會體恤你的需要？若不是你先
積累美好見證，才能在適時給你援手。因
此，慷慨待人，就是我們生活的重要行動。 

我拿起酒來奉給王。  

我素來在王面前沒有愁容。  
                                                       尼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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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淨 
 

本段經文是全本聖經的末段，論到門徒 
因為順服主揀選生命、棄掉不潔， 

甚至為主殉道也在所不惜。 
 

沒有人可以代替你洗淨衣服， 
是需要你有強大的意志與行動，持守所信。 

那些洗淨自己衣服的有福了，
可得權柄能到生命樹那裡，

也能從門進城。  
                                                       啟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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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神子民求平安 
 

本篇是朝聖詩。 
為神子民求平安的禱告，必蒙神賜福。 

 
禱告是否合神心意？要反問祈禱目的為何？

為了神所愛的，為了給人祝福的， 
其禱告必定是蒙福的禱告。 

你們要為耶路撒冷求平安。
耶路撒冷阿，愛你的人必然

興旺。  
                                                     詩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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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首年終 
 

本篇是一首全民的感恩詩。頌讚上帝把恩
典堆在人的頭上，百姓豐收，安居樂業。 

 
上帝多麼願意給人恩典，但甚麼令神恩典
遠離呢？不是上帝吝嗇，而是人的罪孽與
過犯；只要你願意承認，就能再度親近神。 

祢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  

祢的路徑都滴下脂油。  
                                                       詩6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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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耶和華保護你 
 

本章是上帝吩咐祭司祝福百姓的禱文。 
 

新約明言信徒皆祭司，有責任為屬神的人
祝禱。人最需要的祝福，不是發財、 
不是勝意，而是蒙上帝的眷顧與保護。 

在新春日子，多祝福親朋好友蒙主福佑啊！ 

願耶和華賜福給你，  

保護你！  
                                                       民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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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耶和華的臉光照你 
 

神是光，照明人心中的黑暗，得上帝救恩。 
 

人當省察自己，除開阻擋光照亮的遮蔽物，
才發現在光明中生活是如此的平安喜樂。 

願耶和華使祂的臉光照你，
賜恩給你。  

                                                       民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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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耶和華賜你平安 
 

真正的平安必是從神而來。 
 

人從那裡來？往那裡去？期間要做甚麼？
這是人生必問的三大問題。誰明白且接受
人是由神所創造且要歸回上帝；在人生路
上認識祂，並活出祂創造人的心意， 
那人必先嘗真正的平安且滿得喜樂。 

願耶和華向你仰臉，  

賜你平安。  
                                                       民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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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人的必蒙神賜福 
 

本段經文是上帝吩咐祭司給以色列人的祝
福，若他們順服遵行，也必蒙神賜福。 

 
祝福人的必蒙賜福，這是聖經一貫真理。
那管對方是敵是友、是配與不配，都與你
無干，因為主權在賜福者，你只管祝福罷！ 

他們要如此奉我的名，  

為以色列人祝福；  

我也要賜福給他們。  
                                                       民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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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凡事興盛 
 

本節經文是祝福人被神帶領走上成功的康
莊大道，且是健康正確之路。 

 
基督徒當祝福人能走上健康正確之路； 

而引領人認識耶穌，當是給人最美的祝福。 

我願你凡事興盛，身體健壯。  
                                                       約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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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大吉大利 
 

聖經論大吉大利之道是敬虔並知足的心。 
 

人都渴望吉利，但不能存發橫財或心存僥
倖，而是敬畏神並順服神所賜予的一切。
知足者內心充滿快樂，便是最大吉大利了。 

敬虔加上知足的心，  

便是大利了。  
                                                       提前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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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杯滿溢 
 

本篇詩人以上帝為好客的主人，而他是主
人所喜悅的賓客，有豐足供應，也有穩固
的保護，就是大敵當前，也不用害怕。 

 
何謂信心？就是無懼挑戰，即或可能在不
安的環境，相信神同在，便不用害怕。 

在我敵人面前，祢為我擺設
筳席；祢用油膏了我的頭，

使我的福杯滿溢。  
                                                       詩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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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神眷顧 
 

何謂憂慮？指人對某事情的不確定感， 
不知道解決方向所產生的擔憂情緒； 
嚴重者會變為憂鬱症。「卸」意丟擲。 

 
上帝一針見血解決人憂慮的方案，要相信
祂顧念你。不然，你能用憂慮解決事情嗎？ 

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神，
因為祂顧念你們。  

                                                       彼前5:7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2月主題：積極順服  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8               二月 

23 
星期五 初八 



滿足快樂 
 

本篇被稱為彌賽亞詩篇，描述彌賽亞的身
份與特質。本段預言基督(即彌賽亞)的復
活。大衛本意描述在危難之時，上帝拯救
他，即或死亡，也不能奪去他的生命。 

 
人最怕的是甚麼？上帝早已知道，祂已藉
耶穌的死敗壞掌死權的魔鬼。你還怕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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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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神幫助 
 

尼希米邊祈禱邊經歷神的幫助，不單有王
的詔書，還有省長的允准、資源的補給。 

 
路是否通達，也是印證是否合乎神心意的
重要指標。你仍在尋求上帝指引嗎？先踏
出第一步，讓通達的路印證是神的幫助。 

王就允准我，  

因我神施恩的手幫助我。  
                                                       尼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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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不畏懼 
 

尼希米沒有因為惡人的阻攔而放棄順服神
的呼召，只管邊倚靠神邊剛強奮戰，結果
憑藉52天，完成了修築城牆的巨大工程。 

 
尼希米所面對惡人的猛攻卻不能動搖他 
為神作工的決心，他積極順服信靠上帝， 
分辨清楚何謂上帝的聲音、敵人的聲音。

你也能分辨清楚嗎？ 

他們都要使我們懼怕……  

神啊，求祢堅固我的手。  
                                                       尼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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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樂的力量 
 

七月一日是猶太人的新年，是逾越節的第
163日。這天是修城牆後五天，百姓聚集聆
聽律法，想及書上所寫的刑罰正臨在他們
身上；以斯拉及尼希米卻安慰哀慟的百姓，
要靠著神所得的喜樂就是撐著他們的力量。 

 
別讓外在的聲音擾亂你，要習慣讓神的話
充滿你，享受每天從神而來的喜樂平安。 

你們不要憂愁，因靠耶和華
而得的喜樂是你們的力量。  
                                                       尼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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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感恩 
 

作者勸勉信徒既藉耶穌基督得了永恆國度，
就當更謹慎，要以敬虔並心存感恩事奉祂。 

 
曉得感恩，是個有信心且順服的人。以色
列人為何在出埃及路上，面對路難行或缺
水缺糧而埋怨生氣呢？不也是因為不信上
帝帶領他們出埃及是祝福麼？今天你心裡
的怨言，是反映你對上帝的不信嗎？ 

我們既得了不能震動的國，
就當感恩，照神所喜悅的，
用虔誠敬畏的心事奉神。  

                                                       來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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