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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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主題：謹慎選擇  許淑芬牧師編寫  



揀選生命 
 

摩西嚴肅地向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宣告， 
這是與生命尤關的律例，必須嚴守。 

 
難道上帝只能規管信徒嗎？不！ 
上帝的要求也是對普世的要求， 

敬畏神、關愛人，是人當盡的本分。 

我今日呼天喚地向你作見證，
我將生死、禍福陳明在你  

面前，所以你要揀選生命，  

使你和你的後裔都得存活。  
                                                       申3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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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耶和華為樂 
 

為何以色列人要受懲罰？因他們的心已偏
離真道、厭煩上帝，為規則而守規則！ 

 
以色列人在安息日敬拜神之時，仍忙著幹
活，忘記了比幹活更要緊的是與神的關係。 

你若在安息日掉轉(可譯謹慎)
你的腳步，在我聖日不以操
作為喜樂，稱安息日為可喜
樂的…你就以耶和華為樂。  
                                               賽58: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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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禁食 
 

猶太人埋怨上帝，為何守了宗教規定卻得
不到好處？上帝卻指出他們禁食時仍殘暴
待人，試問上帝怎能垂聽其禱告呢？ 

 
我們不能以守規條為關愛自己的籌碼；守
規條的背後全為了愛神愛人則必蒙神眷顧。 

我所揀選的禁食，不是要鬆
開兇惡的繩，解下軛上的索
麼？使被欺壓的得自由，  

折斷一切的軛麼？  
                                                       賽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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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事奉 
 

事奉，並非指一樣又一樣的事工， 
乃指全人的傾注，以此為方向、目標。 

 
事奉神、專注祂，是生命的重要選擇。 

若是你們以事奉耶和華為不
好，今日就可以選擇所要事
奉的；是你們列祖在大河那
邊所事奉的神呢？是你們所
住這地的亞摩利人的神呢？。  
                                                     書24:15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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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的選擇 
 

約書亞堅定地選擇只事奉神，因為他親自
經歷的神，是如此大能，其他的顯得無能！ 

 
信仰並非信條；信仰是關係，是親身經歷
的關係，這關係是從心認定：除祂以外，
無人或物可代替。你的信仰是如此嗎？ 

至於我和我家，  

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  
                                                   書24:1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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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得選了世界 
 

亞伯拉罕為免與侄兒為財富爭執，請羅得
先選擇方向，他不客氣地選擇了全平原。 

 
當羅得選擇之時，沒有想過叔父的去向，
他所關顧的是自身利益。是的，難道你要
求不敬畏神的人處處為你著想嗎？可能嗎？ 

於是羅得選擇約但河的全平
原，往東遷移；他們就彼此

分離了。  
                                                       創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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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伯拉罕選擇和平 
 

亞伯拉罕為了與人和睦，甘心犧牲；上帝
卻在他選擇犧牲後，給他永恆祝福。 

 
祝福人的必定蒙福，這是上帝的律；因此，
為他人設想的不會蝕底，只怕只為自己利

益爭取的人，卻一無所有！ 

凡你所看見的一切地，  

我都要賜給你和你的後裔，
直到永遠。  

                                                      創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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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撒的善良 
 

以撒不愛與人爭競，表面上是常被欺負，
上帝卻帶領他走寬闊之地。 

 
爭競的人往往受不了別人的爭競； 

保持善良的心，比爭取外在的優勢更寶貴；
上帝的恩典越更顯明。 

他說：耶和華現在給我們寬
闊之地，我們必在這地昌盛。  
                                                       創2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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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揀選 
 

上帝揀選以色列人成為祂的子民，不是因
為他們人多，也不是因為他們夠聖潔， 
只因為上帝的信實，祂的應許不變。 

 
上帝的「專愛」，包括全人類；因為祂終
極的計劃，是要藉以色列人成為萬國萬民
的祝福。上帝堅定地揀選了以色列民族，
藉著歷史見證著祂的信實，祂是神。 

耶和華專愛你們，揀選你們，
並非因你們的人數多於別民。  

                                                       申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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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榮耀 
 

摩西叮囑以色列人要堅定持守上帝的吩咐。 
 

難道上帝只能從以色列人乖乖遵行命令 
才彰顯祂的榮耀嗎？當然不！即或以色列人 
的背叛也能讓人認識神，只是以色列人不是 

以所蒙的福展現人前！ 

你們果然聽從這些典章，  

謹守遵行，耶和華你神就必
照祂向你列祖所起的誓，  

守約施慈愛。  
                                                       申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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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大能 
 

上帝要藉以色列人執行祂對惡人的審判。 
 

對以色列人來說，他們做慣了奴隸，無論
是心態還是生活狀態，都顯得非常軟弱，
怎有能力執行神的命令呢？但上帝吩咐他
們只管順服祂，他們必能征服惡人。 

你不要因他們驚恐，因為  

耶和華你神，在你們中間  

是大而可畏的神。  
                                                       申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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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託付 
 

大衛激勵所羅門為神建造聖殿，則要注意
(即謹慎)且堅定(即剛強)執行。 

 
當接受了委任，則不能輕忽，即或這職責
只是「義工」，也要注意且按著指示竭力
完成；接受上帝的託付，更應如此！ 

你當謹慎，因耶和華揀選你
建造殿宇作為聖所。  

你當剛強去行。  
                                                  代上2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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揀選忠信的道 
 

本篇是全聖經最長的一章，論述上帝的寶
貝聖言。詩人在本段向神陳明，他拒絕了
奸詐的道，求神開廣他使他更堅定。 

 
我們也能聯想詩人的掙扎，奸詐的人似乎
得到即時的好處？即或如此，詩人仍然忍
耐，相信神忠信的道是不會令他失望。 

你有如此決心忍耐等候神嗎？ 

我揀選了忠信的道，  

將祢的典章擺在我面前。  
                                                  詩1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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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生活態度 
 

作者祈求上帝救他脫離謊言與詭詐；難道
要把別人挪移？當然不！是選擇禁止自己。 

 
我們豈有能力改變別人呢？但我們若把所
有期望改變別人的精力去改變自己，我們
的生命倒是充滿能力。不信？試試罷！ 

耶和華啊！求祢救我脫離  

說謊的嘴唇和詭詐的舌頭！  
                                                詩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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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敬畏神 
 

作者鄭重指出選擇敬畏神是何等重要， 
因敬畏神的人必得神指引選行正確的路。 

 
作者坦誠分享在人生路上有太多的陷阱，
如何選得正確？在乎一顆敬畏神的心。敬
畏神的人必遠離惡事；換句話說，掉入罪
惡網羅的人所欠缺的便是那顆敬畏神的心。 

誰敬畏耶和華，耶和華必  

指示他當選擇的道路。  
                                                      詩2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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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羨慕惡人 
 

本篇是箴言智慧人生十三課中的第六課，
指出以智慧待人之道，千萬別羨慕惡人。 

 
為何有人會羨慕惡人？是否一般人都認為，
不花費佔便宜的，或佔便宜後沒有代價的，
便是聰明？但認識神的人相信上帝在監察，
這監察讓敬畏神的人得安穩卻令惡人不安。 

不可嫉妒強暴的人，  

也不可選他所行的路。  
                                                     箴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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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敬畏神 
 

上帝指引摩西建造會幕，即與神會面之地，
必須謹慎順服遵從，不能擅自更改。 

 
上帝為何要如此嚴厲指引呢？全是為人的
好處！因為人的限制與無知，不懂得敬畏
以致招惹禍患；就如人若不曉得火的厲害，
隨便觸碰，有何後果？上帝為了人與祂復

和，完全顯出祂的溫柔與謙卑。 

要謹慎作這些物件，都要照
著在山上指示你的樣式。  

                                                       出2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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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謹慎待怕你的人 
 

當以色列人前往迦南地，上帝指引他們如
何待那些因為他們名聲而被震懾的以東人。 

 
當別人因為你的位置或名聲而懼怕你時，
切勿恃著威名而傲慢，更要謙卑謹慎待人。 

…他們必懼怕你們，  

所以你們要分外謹慎。  
                                                       申2:4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9月主題：謹慎選擇  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8               九月 

18 
星期二 



要保守心靈 
 

「保守」，意負責、看管。 
 

每個人都當承擔保守自己的責任。 
就如一對戀人從相愛到結婚，若保持記憶
最初被對方吸引的心，那份情能細水長流。 
我們若不忘上帝的大能，如何拯救、改變
你的生命，你對上帝的愛也必能保持新鮮。 

你只要謹慎，殷勤保守你的
心靈，免得忘記你親眼所  

看見的事…。  
                                                       申4:9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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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傳揚 
 

上帝叮囑以色列人別忘記上帝恩情； 
不善忘的秘訣，是傳揚，是見證。 

 
見證，把所看見、所聽見、親身經歷與人
分享，不但令自己保持新鮮記憶，也能激
勵身邊的人認識上帝是何等的喜樂。 
你最近跟人分享過甚麼見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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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免得你一生這事離開你
的心；總要傳給你的  

子子孫孫。  
                                                       申4:9下 



不可丟棄神僕 
 

上帝劃分全國部份地方讓利未人居住，目
的讓以色列人藉利未人的教導明白神心意，
也藉他們待利未人的態度表達對神的敬愛。 

 
人對上帝敬畏的心反映在對人的態度上，
尤其待神僕人的態度。那管那些自稱神僕
的人的行為，你仍要謹守自己的態度。 

你要謹慎，在你所住的地方，
永不可丟棄利未人。  

                                                       申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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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謹慎持守真理 
 

只要是真理，都要聽從，那管是偽善者或
能說不能行的人，你的責任是順服上帝。 

 
很多人接受不了能說不能行的人，試問這
與你何干？要謹慎！上帝要審判的， 

是那些不守真理的人！ 

凡他們所吩咐你們的，你們
都要謹守、遵行；但不要效
法他們的行為；因為他們能

說不能行。  
                                                       太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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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謹慎免受迷惑 
 

耶穌論到末世，不斷提醒再提醒， 
要門徒謹記的不是末世有甚麼事發生， 
乃是要忍耐相信上帝、堅持所信！ 

 
末世惡事層出不窮。信徒要持著忍耐，繼
續傳主福音，因為這是主再來的重要指標。 

耶穌回答說：你們要謹慎，
免得有人迷惑你們。  

                                                       太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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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謹慎免去貪心 
 

有人請耶穌主持公道，為他們分家產； 
表面是爭取公平嗎？耶穌卻指出， 

是他們貪婪的心作崇。 
 

當人人都恃著公義公平旗號去指責別人時，
當心！先檢視有否貪婪的心在推波助瀾？ 

你們要謹慎自守，免去一切
的貪心；因為人的生命，  

不在乎家道豐富。  
                                                       路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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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謹慎待得罪你的人 
 

「勸戒」即責備；「饒恕」即放手。 
 

聖經非常重視人與人的關係，直接影響人
與神的關係。基督徒當以愛待人，若有人
得罪你也別放棄他，要直接責備他，為要
他回轉；回轉後要放手、饒恕他。懂得寬
恕別人，更曉得上帝的寬怒是何等偉大。 

你們要謹慎；若是你的  

弟兄得罪你，就勸戒他；  

他若懊悔，就饒恕他。  
                                                       路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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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謹慎免得被今生所累 
 

耶穌論末世，為要門徒警醒不被今生所累。 
 

難道吃喝玩樂不快樂嗎？是快樂卻不滿足！
上帝創造人類並不敷淺，會同時渴慕永恆；
當遇見耶穌，找到永恆福樂後，再不被今
生轄制，甚至願意為主而活，為福音受苦。 

你們要謹慎，恐怕因  

貪食醉酒並今生的思慮，  

累住你們的心。  
                                                       路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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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榮耀主 
 

基督徒的生命是榮耀的， 
有職份、有國家、有民族、有見證。 

 
你的生命正見證著在光明中生活的狀態嗎？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
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
國度，是屬神的子民，要叫
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彼前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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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品行端正 
 

「品行」指生活方式或行為表現； 
「端正」是關乎道德上的無可指摘。 

 
基督徒務要過討上帝喜悅的生活，這樣無
須怕別人閒話或攻擊，因為一個人知道自
己所作的正確，生活便有力量。同意嗎？ 

你們在外邦人中，應當品行端
正，叫那些毀謗你們是作惡的，
因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在鑒
察的日子，歸榮耀給神。 

                                                     彼前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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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以神為樂 
 

作者經歷與神對話後，他的信心有了改變，
即或面對敵人無情的攻擊，卻仍可以以神

為樂，因為相信投靠神才有出路。 
 

上帝容許苦難發生，容讓敵人攻擊，容忍
惡人狂傲！祂仍是神，投靠祂是惟一出路。 

然而，我要因耶和華歡欣，
因救我的神喜樂。  

                                                       哈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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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靠主得力 
 

先知在與神對話、認識神的做事法則後，
他再不問所眼見的環境如何，只把自己交
託主恩手，這也是他惟一可以做的。 

 
敬畏神的人不再怕兇惡的環境，因為知道
這是必然發生；但不能不仰望神，因為相

信這是苦難時候的重要得力支點。 

主耶和華是我的力量，  

祂使我的腳快如母鹿的蹄，
又使我穩行在高處。  

                                                       哈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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