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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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主題：堅定態度  許淑芬牧師編寫  



神是永活長存 
 

本書作者指出福音的核心是耶穌基督，祂
既超越天使、摩西、眾先知，祂是永活的
神，祂給人類完全的救贖，是人類的希望。 

 
什麼是永恆？透過聖經只見三樣：神、神
的話、人的靈魂。這是人當專注的方向。 

祢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
是祢手所造的；天地都要滅沒，

祢卻要長存。  
                                                  來1: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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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星期日 特別行政區紀念日 



神永不改變 
 

神是永存，祂愛人類的堅持也從未變改。 
 

聖經啟示最重要的真理，是上帝創天造地、
人類犯罪墮落、祂為拯救人類免受永刑，
在人類歷史上擔當重要角色，呼召亞伯拉
罕，成了萬國萬民的信心之父，開啟因信
稱義之門。神是如此對你的愛堅定、不變！ 

惟有祢永不改變，  

祢的年數沒有窮盡。  
                                                      來1:12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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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所信 
 

「鄭重」意「關切、專注、留意」。 
作者一再提醒，無論怎樣，都要專注福音，
是上帝對人類愛的表彰，是與生命尤關。 

 
基督徒當專注於上帝的話，以真道來衡量
所聽所聞所抉擇；因為「惟獨遵行神旨意
的，是永遠常存」，這是人世間三件永恆
的事之一。你會怎樣操練專注的態度呢？ 

所以我們當越發鄭重所聽見
的道理，恐怕我們隨流失去。  
                                                             來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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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若忽略這麼大的救恩，
怎能逃罪呢？  

                                                       來2:3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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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輕忽救恩 
 

「忽略」即「不在意」。人不在意永恆，
忽略了上帝白白的救恩，如何得救呢？ 

 
主耶穌教導門徒主禱文中「不叫我們遇見
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人生最大的兇
惡就是輕忽上帝的恩典，以致得不著救恩。
當心！魔鬼被稱為魔鬼，是因為牠要用盡
方法影響我們輕忽救恩，離開上帝！ 



耶穌已得勝 
 

上帝藉耶穌基督的道成肉身，解除始祖因犯罪
必須死亡的命定，挽回人與神復和。 

 
人的生命是永恆的；肉身的死亡是因為人類犯
罪後的命定，但死後還有審判，若沒有代贖，
人便要與聖潔的神永遠分離，那裡沒有愛、沒
有光，還可以有甚麼呢？要解決罪的問題，惟
有藉聖子耶穌，以死代死，這是惟一的道路。 

…祂也照樣親自成了血肉之
體；特要藉著死，敗壞那掌

死權的，就是魔鬼。  
                                                       來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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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耶穌得釋放 
 

「釋放」意「使自由、解決」。 
 

自從始祖犯罪後，人要面對「生老病死」，
一方面未明白生命的意義；另一面被死亡
威嚇；多可憐！耶穌來是為要人明白生命
的真諦，且懂得愛，使生命活得更豐盛。 

…並要釋放那些一生因怕死
而為奴僕的人。  

                                                       來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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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應許得救 
 

被造的天使與人，最大的不同是天使犯了
罪(即魔鬼)，上帝沒有為牠們預備救恩，
卻揀選了亞伯拉罕，成為萬國萬民的祝福。 

 
新約說明基督徒既屬乎基督， 

就是亞伯拉罕的後裔，都是因信耶穌被稱
為義人，便承擔起亞伯拉罕的召命。 
上帝要藉你祝福別人，你願意嗎？ 

祂並不救拔天使，  

乃是救拔亞伯拉罕的後裔。  
                                                      來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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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注耶穌 
 

「思想」即「注意、仔細思想、專注」。 
 

耶穌完成召命，成了凡順從祂的人永遠得
救的根源；基督徒當細心思想耶穌的作為，

祂為你完全的犧牲，你當有何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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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星期日 

你們應當思想我們所認為  

使者，為大祭司的耶穌。  
                                                       來3:1 



堅定的意志 
 

但以理面對被擄到異國且服侍異國人民，
還要被改名，意味他再沒有自己的家與國。 

 
但以理不為外在的事而抗爭，因他心中有
神、敬畏神，那管外在名分與環境。基督
徒要為真理而戰，但你懂得分辨，甚麼是
最重要的要爭取，不重要的懂得放輕嗎？ 

但以理卻立志，不以王的膳和
王所飲的酒，玷污自己；所以
求太監長容他不玷污自己。 
                                                       但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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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和的態度 
 

但以理「爭取」只喫素菜及白開水，沒有
以高一等的姿態或任性地要脅別人，他是
藉溫和的態度得到太監長的認同與幫助。 

 
人與人的關係是容易或是艱難，重點在於
你給予人的態度。基督徒當跟隨耶穌， 
以柔和與謙卑跟別人相處，令周遭的人 

都感到有基督愛的溫暖。 

求你試試僕人們十天，  

給我素菜喫，白水喝。  
                                                       但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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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心作工被提升 
 

但以理的忠心作工得到王的欣賞， 
要立他為首席治理通國的長官。 

 
但以理沒有因為自己是異國人而輕視所得
的職分；他努力作工，只為本份，不因為
有否晉升機會。你工作的態度是這樣嗎？ 

但以理有美好的靈性，所以
顯然超乎其餘的總長和總督，

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國。  
                                                       但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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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總長和總督，尋找但以理
誤國的把柄，為要參他；只是
找不著他的錯誤過失，因他忠
心辦事，亳無錯誤過失。 

                                                       但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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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心作工被嫉妒 
 

但以理的忠心作工甚至得到王的信任；只
是惹上別人的嫉妒，開展沒完沒了的鬥爭。 

 
即或但以理從沒與人爭競，卻被爭權奪利

的人敵視。敵人既非自我選擇， 
必須以不變應萬變的心態應對。 



那些人便說，我們要找參這
但以理的把柄，除非在他神

的律法中就尋不著。  
                                                       但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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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被惡綑綁 
 

但以理的忠心作工令敵人無能取得把柄，
竟借用他的信仰為攻擊的目標。 

 
從聖經中看但以理被別人以信仰為由攻擊

卻絲亳不受影響，原因何在？ 
你的生命有如此堅定麼？ 



堅持禱告感謝 
 

但以理的「與素常一樣」，顯得其心態的
平靜，那管別人如何，堅決做當做的事。 

 
難道但以理不知道被人嫉妒且監視麼？知
道又如何？大吵大鬧或自怨自憐？他平靜
的心境、得力的生活，是基督徒當省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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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星期六 

但以理知道這禁令蓋了玉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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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王的愁煩 
 

王為了但以理所要面對的挑戰而愁煩， 
可見其關係已遠遠超於君王與臣民的關係。 

 
人的力量多麼有限。一國之君或當人 
在無計可思之時，可以怎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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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星期日 

王聽見這話，就甚愁煩，一
心要救但以理，籌畫解救他，

直到日落的時候。  
                                                      但6:14 



王的禁食 
 

王在此時此刻，感受到自己的軟弱與限制，
惟一可以倚靠的，是仰賴但以理所相信的。 

 
上帝藉但以理的苦難引領王到祂面前，以
致有機會經歷神的幫助；因此，別怕苦難，
上帝容許苦難臨到必有祂意旨；要仰望祂，

尋求祂，祂必幫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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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七月 

16 
星期一 

王回宮，終夜禁食，無人拿樂
器到他面前，並且睡不著覺。 

                                                       但6:18 



王的信心 
 

大利烏王對上帝的信心， 
只能從但以理的經歷中認識神。 

 
神容許但以理落在奸險的惡人手裡，或許
他已預備迎接死亡；但神要藉他所成就的

是遠遠超於他所想像的。同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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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但以理說：永生神的僕人
但以理阿，你所常事奉的神

能救你脫離獅子麼？  
                                                       但6:20 



但以理的堅信 
 

但以理沉穩地度過一夜，經歷神的幫助。 
 

我們不知道但以理如何熬過獅子坑內的漫
漫長夜，只能從他的表達中，看見他對上
帝的信心，沒有因環境而改變，他仍堅定

地相信他過去所信與所行的合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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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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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獅子
的口，叫獅子不傷我；因我
在神面前無辜，我在王面前
也沒有行過虧損的事。  

                                                       但6:22 



王的喜樂 
 

大利烏王的喜樂，夾雜著對友人的平安 
並對他的神由衷的敬畏。 

 
我們的神有祂做事的法則，最重要的是你
在任何環境，都敬畏上帝，倚祂而行， 

祂便能藉你得著當得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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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王就甚喜樂，吩咐人將但以
理從坑繫上來。於是但以理
從坑裡被繫上來，身上亳無
傷損，因為信靠他的神。  

                                                       但6:23 



神的國度永存 
 

大利烏王藉著但以理認識上帝， 
但信心經過歷練後，其信仰再不是別人的， 

而是由衷地向上帝敬拜讚美。 
 

大利烏王親身經歷信仰後，信心更是滿滿，
吩咐全國人民都當敬畏上帝。我們的信心
經過時間的洗禮後，也同樣如此確定 

呼召人敬畏跟從神嗎？ 

神是永遠長存的活神，祂的國
永不敗壞，祂的權柄永存無極。 

                                                       但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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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道永存 
 

本段論基督徒的新人生活。提醒基督徒彼
此相愛，不能靠著個人力量，必須要藉神
的永存真道來持守，那愛才是清潔、真誠。 

 
基督徒最重要的信仰實踐，是愛。 

但愛一個人絕不容易，使徒彼得指出愛的
力量不是看自己的能力，要仰望神，祂既
如此愛你，為何你不能饒恕別人呢？ 

惟有主的道是永存的。  

所傳給你們的福音就是這道。  
                                                      彼前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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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神旨意是永存 
 

本段論基督徒當行在光中，信徒既不分年
齡，因信而得赦免且勝過那惡者，就不當
留戀世界的事，因為這一切都會過去， 
惟獨遵行神旨意的才是永遠長存。 

 
若相比永恆，你現今所執迷的，有價值嗎？ 

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
過去；惟獨遵行神旨意的，

是永遠常存。  
                                                     約壹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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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虔的益處 
 

本章是保羅勉勵提摩太必須要操練敬虔，
以致成為合神心意的忠僕。 

 
沒有人「自然」會成為敬虔人，必須操練，
從思想的轉變到言行的銳變，成為言行 

一致、誠實、有見證的基督人。 

操練身體，益處還少；  

惟獨敬虔，凡事都有益處；
因有今生和來生的應許。  

                                                       提前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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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來的結局 
 

作者指出人有「三死」，身死、靈死、永
死，身死是因犯罪的結局，靈死是因罪與
神隔絕，永死是因上帝的審判；但凡接受
上帝藉基督耶穌的愛，因信得與神復和，

便除去與神隔絕，且得永恆福樂。 
 

上帝不願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得救；
但祂正忍耐等候凡願意的，你願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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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著定命，人人都有一死，
死後且有審判。  

                                                       來9:27 



耶穌的擔當 
 

作者指出耶穌遠比天使尊貴，人也比天使
尊貴，因神所預備的救恩，只救贖人類。 

 
人類既如此尊貴，為何會自卑？是因為罪。
你要遠離罪，靠近聖潔的神，便尋回自信！ 

兒女既同有血肉之體，祂也
照樣親自成了血肉之體；特
要藉著死，敗壞那掌死權的，

就是魔鬼。  
                                                       來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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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永恆福樂 
 

耶穌來為要釋放正面對死亡威嚇又在罪中
糾纏的人。祂的救贖方法就是藉祂死代贖。 

 
上帝的救贖是徹底的。但願你我不再為這
樣或那樣苦難糾纏，因知道已從最大的苦
難獲釋，得著永恆福樂，再也不怕死亡，

更有勇氣面對在地上的苦果。 

並要釋放那些一生因怕死  

而為奴僕的人。  
                                                       來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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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的力量 
 

本段是保羅勸勉提摩太不要迷惘於他所受
的苦難，倒要為著神有恩典而剛強。 

 
誰說基督徒不遇苦難？再說，苦難是源於
罪，恩典是來自於神。基督徒在經歷苦難
過程中，體驗神的恩典而變得剛強。謹記，
苦難是短暫的，上帝的恩情卻是永恆。 

你要在基督耶穌的恩典上  

剛強起來。  
                                                       提後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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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的心願 
 

保羅向提摩太坦誠分享他的心願，苦難 
根本不算什麼，甚至他願意為同胞受苦， 
只要他們也得著救恩便是他最大的滿足。 

 
當一個人對準神、認清目標，怎麼樣的苦
或怎麼難的路已不算甚麼。你目標清晰嗎？ 

我為選民凡事忍耐，叫他們
也可以得著那在基督耶穌裡
的救恩，和永遠的榮耀。  

                                                    提後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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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的召命 
 

保羅已不在乎什麼外在苦難，只心痛於末
世的人對福音的厭煩態度。他鼓勵提摩太
要傳道，無論甚麼景況，也要傳道。 

 
這是基督徒的召命。上帝讓我們信主後仍
留在世間，就是為人類求福祉。你懂嗎？ 

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
總要專心，並用百般的忍耐，

各樣的教訓，責備人、  

警戒人、勸勉人。  
                                                     提後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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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的職分 
 

保羅提醒提摩太，那管別人對福音的態度，
你的職分就是傳道，責任就是堅守。 

 
基督徒的職分無可揀選。基督既道成肉身
只有一個目標，就是拯救凡信的人； 

我們承接職分，領人認信。 

你卻要凡事謹慎，忍受苦難，
作傳道的工夫，盡你的職分。  
                                                       提後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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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的盼望 
 

這是使徒保羅臨終的說話，是他一向所堅
信所持守的信念。別人如何由別人自決，

他仍堅定相信心存的盼望。 
 

基督徒目標清晰，責任清楚，態度當堅定；
能夠影響你的只有一位，就是神並祂的話；
神的話是你生命的糧，祂是你的生命！ 

主必救我脫離諸般的兇惡，
也必救我進祂的天國。  

                                                    提後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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