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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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信息意今來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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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主題：剛強勇敢  許淑芬牧師編寫  



剛強勇敢 
 

聖經一般把「剛強」與「壯膽」放在一起；
前者意「勇敢」，後者是「堅定」。如孔
子曰：「無懼者，勇」；勇者因為「有備
則無懼」，有充分準備的人必然勇敢。 

 
基督徒當在這時代剛強勇敢作主見證；不
因你多有能力，乃因為耶穌是你最強後盾！ 

你們要靠著主，倚賴祂的  

大能大力，作剛強的人。  
                                                       弗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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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副軍裝 
 

基督徒的最大敵人是魔鬼，但上帝已預備
好全副軍裝，只要你穿上，便能得勝。 

 
勇者無懼，無論敵人有多詭計，也因為你
有備而戰，令牠無所遁形。上帝的話是你
辨別真偽、堅定的所在，祂已給你的軍裝，

你穿得齊全了嗎？ 

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
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  

                                                       弗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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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順從神 
 

彼得並非任性行事，要悖逆或對抗， 
而是他有所持定，勇敢順從真理。 

 
要壯膽，即要堅定。堅定相信福音是人類
的大好消息卻遭拒絕，仍要選擇用各樣方
法引導人明白真道，便經歷神的同在， 

加力給你是如此實在。 

彼得和眾使徒回答說：順從
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  
                                                       徒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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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福音作見證 
 

彼得相信耶穌就是救世主，是賜人悔改的
心並赦罪之恩；即或人心剛硬仍阻不了他

喜樂地為福音作見證的決心。 
 

基督徒若不為福音而活，其人生不過是過
眼雲煙。人從你身上看見甚麼呢？你努力
的成果，還是你愛人靈魂的生命呢？ 

我們為這事作見證；神賜給
順從之人的聖靈，也為這事

作見證。  
                                                       徒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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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不合真理 
 

彼得在面對群眾壓力下，失去順從真理的
意志，但得好兄弟的提醒，才能支撐前行。 

 
基督徒不因信主年日而變得完美，因此，
有團契生活彼此提醒是多麼的重要。 

但我一看見他們行的不正，
與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眾

人面前對磯法說…。  
                                                       加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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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立得住 
 

「磨難的日子」新譯本譯「邪惡的時代」，
這世代的敵人最大目的是要你失腳跌倒。 

 
每個基督徒都要獨立地倚靠神大能，就是
把軍裝穿上，到終結見主面時，非兩敗俱
傷，也非同歸於盡，而是你仍站立得住。 

所以要拿起神所賜的全副軍
裝，好在磨難的日子，抵擋
仇敵，並且成就了一切，還

能站立得住。  
                                                       弗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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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真理束腰 
 

「真理」原文是「真誠、可靠、正直」。 
 

聖經真理也是普世真理；說謊不用學習，
誠實卻需要操練。耶穌是為真理作見證，
指出世人都犯了罪，要悔改信福音。基督
徒跟隨主腳蹤，你準備好以真理束腰嗎？ 

所以要站穩了，  

用真理當作帶子束腰。  
                                                       弗6:1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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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義為護心鏡 
 

本句直譯是「把公義的胸甲穿上」， 
是保護前胸與後背，用金屬作成的盔甲。 

 
不單基督徒要有誠實與公義，人都當有這
兩樣品格才能保護自己不致失腳。你寧可
接受別人指責你擇善固執還是不誠不實呢？ 

用公義當作護心鏡遮胸。  
                                                       弗6:14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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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福音為平安的鞋 
 

福音是給世人最大的禮物，就是平安，與
神復和的好消息，今生與永恆都得平安。 

 
基督徒當為誰而活？若基督徒在這世代漫
無目的地度日，如何帶給人好消息呢？ 

又用平安的福音，  

當作預備走路的鞋穿在腳上。  
                                                       弗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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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信德作籐牌 
 

「信德」可譯「信心、相信、堅信」。 
惡者的火箭燃燒著，向搖擺不定者進攻。 

 
基督徒別奢望在那惡者手上得好處，也別
以為我們可以征服魔鬼，要堅定倚靠上帝、

順服祂，魔鬼只能無奈地逃跑！ 

此外又拿著信德當作籐牌，
可以滅盡那惡者一切的火箭。  

                                                       弗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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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救恩作頭盔 
 

「戴上」原文是「接受、歡迎」，本節意
是「抓緊」。本段經文頭兩樣裝備是一般
人擁有都能保護好自己，接著的三樣裝備，
平安的鞋、信德及救恩，代表了基督徒的

人生方向、信心及永恆的盼望。 
 

基督徒與非基督徒最大分別是我們的人生
方向乃作榮神益人的事，持著信心與盼望。

你這三方裝備齊備了嗎？ 

並戴上救恩的頭盔。  
                                                       弗6:17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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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著聖靈的寶劍 
 

「寶劍」，是短劍或匕首，是與敵人短兵
相接之時所運用的重要兵器，也是唯一的
武器，重點切記要「拿著」、緊握著她。 

 
基督徒要過得勝的生活，不是靠才華或口
才，只要恃著神的道，隨時作好準備剖開
人心意念，讓人與神相遇，不是因為你，

而是藉著你認識神的道。 

拿著聖靈的寶劍，  

就是神的道。  
                                                       弗6:17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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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著聖靈禱告 
 

原文沒有「靠著」且連續用三個「多方」，
包括聖靈「多方」禱告(即隨時隨地禱告)、
儆醒「多方(不倦)」(即堅持不懈禱告)、
「多方(眾)」祈求(即為每個信徒禱告)。 

 
基督徒穿上了軍裝，並藉禱告面對各樣事
情，隨時與神同行，得勝一方必然是你！ 

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
求，並要在此儆醒不倦，  

為眾聖徒祈求。  
                                                       弗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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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膽講論福音 
 

保羅熱切渴望信徒都曉得禱告的重要， 
且以禱告托著他，縱然他當時正身陷囹圄，

也無阻他放膽講論福音的熱誠。 
 

假若如保羅教導所言，每個信徒都與神同
行，保持警醒，堅持不懈地多方禱告、 
禱告、禱告，那有失敗的基督徒呢？ 

…也為我祈求，使我得著口
才，能以放膽，開口講明  

福音的奧秘。  
                                                       弗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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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耶穌的恩典剛強 
 

本書記載了保羅人生的最後一程，勉勵提
摩太剛強，不是靠自己，乃是藉主的救恩。 

 
基督徒有能力面對每天的順逆，必須要 
仰望主的救恩，因為先有耶穌的大愛， 
才有力量以愛面對身邊每一個人。 

你要在基督耶穌的恩典上  

剛強起來。  
                                                       提後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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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膽怯的心 
 

保羅鼓勵提摩太要剛強，是因他背後由外
祖母到母親愛的力量，該效法她們以真誠
之信，心存仁愛，持守真道，除去膽怯。 

 
所謂仁者無敵，不因拳頭有多硬，乃因心
中充滿仁愛，與人無仇，處處為他人著想，
就算有人敵對他，都不足影響他愛人之心。 

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
的心，乃是剛強、仁愛、  

謹守的心。  
                                                       提後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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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福音剛強勇敢 
 

看來提摩太的膽怯是源於保羅為福音所受
的苦難；保羅勸勉他，指出為福音受苦 

倒是在謀求別人的幸福。 
 

一般人面對受苦者會感無奈無力，保羅的
心聲會否積極幫助你看見為主受苦的價值？ 

你不要以給我們的主作見證
為恥，也不要以我這為主被
囚的為恥；總要按神的能力，

與我為福音同受苦難。  
                                                       提後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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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的宣告 
 

本書是保羅即將為主殉道的心聲， 
苦難不算甚麼，信心才是要緊。 

 
你仍然為自己所受的傷害顧影自憐嗎？起
來罷！要知道你所信的是創天造地的主，
祂必與你同在且所給你的應許必能成就，

不必為今生沮喪，要為主而活． 

因為知道所信的是誰，也深
信祂能保全我所交付祂的，

直到那日。  
                                                       提後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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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時軟弱何時剛強 
 

保羅可能在傳道初期便承受眼疾的痛苦，
他祈求過得治卻不被應允，才明白藉 
這軟弱卻經歷神的同在而變得剛強。 

 
無論健康或疾病，也攔阻不了神的同在；
問題是你是否看通，並經歷神是你的唯一？ 

我為基督的緣故，就以軟弱、
凌辱、急難、逼迫、困苦、
為可喜樂的；因我甚麼時候
軟弱，甚麼時候就剛強了。  
                                                     林後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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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著信 
 

摩西本是埃及王子甚至將來成為埃及王，
竟為了同胞的幸福而放棄一切？ 

 
有價值或亳無價值的事，真的是因人而異
嗎？別忘記，真理是不變的，信、望、愛
是普世價值，是能激勵人心，開啟人熱誠、

能過豐盛人生的動力之源。 

摩西因著信，長大了就不肯
稱為法老女兒之子。  

                                                       來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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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基督受苦 
 

摩西不是愛受苦，而是他為救百姓脫離困
苦而放棄逸樂，即或在四十年的曠野生活，

仍相信上帝要救百姓離開為奴之地。 
 

詩人說受苦對我們有益；無論是因犯罪還
是為義受苦，目的都是指向我們遵從神。
你所面對的苦，是引導你更深認識神嗎？ 

他(摩西)看為基督受的凌辱，
比埃及的財物更寶貴；因他

想望所要得的賞賜。  
                                                       來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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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信得拯救 
 

以色列人與埃及人過紅海的分別，前者信
心滿滿昂然走過，後者忐忑不安便被吞滅。 

 
埃及人的軍力、勇力、能力必定遠超以色
列的烏合之眾；以色列人竟能勇闖紅海得
勝？可見最重要的不是能力，乃對神的信
心。我們的神何等有大能，你還怕甚麼？ 

他們因著信，過紅海如行乾
地；埃及人試著要過去，就

被吞滅了。  
                                                       來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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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服的勝利 
 

以色列人進迦南的第一場戰役，不動刀槍，
只要順服遵從神吩咐，便能得勝。 

 
上帝藉著不同方式讓以色列人得勝，可以
圍城，可以實戰。最重要的不在於方式，
乃在於順服。上帝旨意並不難明，順服祂，
執行祂命令，所經歷的必定奇妙。問題是，
你以信心相信祂的囑咐並堅定遵從嗎？ 

以色列人因著信，圍繞耶利
哥城七日，城牆就倒塌了。  
                                                       來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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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合的信 
 

喇合的信似乎簡單，相信上帝子民必定得
著迦南地；最不簡單是她內心產生敬畏，

以致放下自己，向神求救。 
 

人先天相信有神明，重要的是你的信足以
令你產生敬畏的心？還是只想從中得利？ 

喇合因著信，曾和和平平的
接待探子，就不與那些不順

從的人一同滅亡。  
                                                       來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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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弱變為剛強 
 

信心偉人的際遇不同，卻以順服神成了剛
強的人，有勇氣面對順從神所帶來的苦難。 

 
基督徒順服接受上帝所容許給你的際遇，
讓世人發現他們眼中的弱者卻如此剛強地
遵從真理。這就是見證。你的見證如何？ 

他們因著信，制伏了敵國，
行了公義，得了應許  

…軟弱變為剛強…。  
                                                來11: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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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起來 
 

作者以運動員要在極度艱辛的比賽中獲勝，
必須竭力把手腳挺起來，即持久的意志力。 

 
若手代表要作的工，腳代表順從真道； 

基督徒以持久意志行在真理中，修平道路，
便能幫助自己祝福別人。 

所以你們要把下垂的手，  

發酸的腿，挺起來。  
                                                       來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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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聖潔 
 

上文「修直道路」最重要任務是和諧的人
際關係；其和睦必定與神的聖潔配合的。 

 
孔子曰「無敵者，仁」；意心中有大愛，
沒有敵人的，便是仁者。基督徒要謹慎，
人際關係不和也反映與神關係有阻礙；同
樣，與神關係和諧的，人際關係也和睦。 

你們要追求與眾人和睦，並
要追求聖潔；非聖潔沒有人

能見主。  
                                                       來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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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謹慎 
 

連續兩節經文的三個「恐怕」；因為人沒
追求聖潔，以致「失」，即「不去得」上

帝的恩，甚至整個群體都受污染。 
 

基督徒不可能獨善其身，正如犯罪者不可
能「一人做事一人當」，必累及他人。要

「謹慎」，意自我看管。 

又要謹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
恩；恐怕有毒根生出來擾亂你
們，因此叫眾人沾染污穢。 

                                                       來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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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見證的力量 
 

作者以古羅馬圓形劇場作背景，信心偉人
們有如觀眾圍著，但不是看熱鬧，乃讓競
技者看見他們的得勝，便有無比勇氣前行。 

 
切記，你所經歷的並非最苦或最難， 
看看見證的力量，你也可以靠主得勝！ 

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
如同雲彩圍著我們，  

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  
                                                       來12:1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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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放下重擔 
 

作者以運動員為比喻。比賽者免去奔跑的
阻力，除了必要的東西，其餘的都得放下。 

 
基督徒的人生像是一場競賽，需要強的意
志力，要忍耐，要放下阻礙奔跑的東西。
有甚麼東西正纏繞你，削弱你的意志、 

干擾你的耐力呢？ 

…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
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

頭的路程。  
                                                       來12:1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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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受苦節 



仰望耶穌 
 

目標，是競賽者抵禦環境及內心滋擾，以
致能堅持、忍耐的重要動力。基督徒的目
標就是耶穌，因祂所受的一切成了基督徒

甘心為主受苦的動力。 
 

你的目標清楚麼？有沒偏歪呢？ 

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
穌；祂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
就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
苦難，便坐在神寶坐的右邊。  

                                                       來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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