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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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主題：堅決信心  許淑芬牧師編寫  



全地的大君王 
 

「君王」也可譯「盾牌」。 
 

上帝是全地的王，也是祂子民的盾牌。 
在上管治者當以敬畏的心統治，因為祂必

審判；屬神的子民當倚靠大君王， 
以平安的心面對動盪的世代。 

耶和華是可畏的；  

祂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  
                                                   詩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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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信服神 
 

「信服」意堅信。符類福音有不同焦點，
本書重於要堅信神且與人保持和好關係。 

 
這樣看來，基督徒失去信心與力量之因，
可能在於不盡信神又與人關係惡劣。 
基督徒當自省對神是否絕對信任， 

對人是否常存包容寬恕？ 

你們當信服神。我實在告訴你
們，…他若心裡不疑惑，只信
他所說的必成，就必給他成了。 
                                                       可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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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必被成就 
 

馬太沒有記下時序；門徒是翌日經過 
才見這棵無花果樹的枯萎。 

 
亳無疑問，在我們信心禱告時，變化經已
發生；因此，禱告的重點不在於看見果效，

乃在於過程中的堅信。同意嗎？ 

你們若有信心，不疑惑，不
但能行無花果樹上所行的事，
就是對這座山說：你挪開此
地，投在海裡，也必成就。  

                                                   太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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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饒恕人 
 

馬可把信心與信服神、寬恕人的關係緊扣。 
 

這也是普世真理，試問不肯寬恕人的，內
心如何享有平安呢？要完全享受從上帝而
來的寬恕與平安福樂，必須願意放手去寛

恕別人。是難的，但你願意嗎？ 

你們站著禱告的時候，若想
起有人得罪你們，就當饒恕
他，好叫你們在天上的父，

也饒恕你們的過犯。  
                                                   可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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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求主幫助 
 

聾啞孩子的父親信，卻不足，哀求主幫助。 
 

甚麼令這父親信心不足？是習慣？習慣了
兒子的表現，習慣了的愁眉苦臉，習慣了
被指責活該？你的「習慣了」會否令你 

不敢求、不懂求？求主幫助罷！ 

耶穌對他說：你若能信，在
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
父親立時喊著說：我信！  

但我信不足，求主幫助。  
                                                   可9: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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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專注禱告 
 

禁食，目的是幫助自己更專注。 
 

信心禱告蒙應允，最重要也最難的是信服
神；基督徒信心不足，因為不肯定神的心
意，不信任神的能力，不警覺魔鬼的惡。
操練專注禱告，是這時代基督徒的必修課。 

耶穌說：非用禱告(古卷有禁
食)，這一類的鬼總不能出來。  
                                                         可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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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謙卑信服神 
 

「不必回答你」也可譯：不會回轉； 
「即便如此」意「如有必要」。 

 
但以理的三個朋友相信神是大有能力的。
但上帝「有沒必要」救他們是祂的主權，
他們選擇順服。這是人當有的謙卑態度。 

尼布甲尼撒啊，這件事我們
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
們所事奉的神，能將我們從

烈火的窰中救出來。  
                                                   但3: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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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奉神 
 

「即或不然」意若上帝不拯救他們， 
他們的選擇是決不會拜偶像。 

 
但以理的三個朋友的信心極其堅定，他們
並非不怕死，而是在真神與偶像之間，根
本沒有退路；因為沒有後路，更顯剛強。 

即或不然，王啊，你當知道  

我們決不事奉你的神，也  

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  
                                                   但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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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稱頌神 
 

尼布甲尼撒王是個誠實人；他因為對神的
不認識而藐視；也因為認識祂而敬畏信服。 

 
你渴望禱告蒙允？簡單反思，目的是為了
神的國和義，還是為了一己利益？若選擇
前者，無論生活際遇如何，也難不了你！ 

…神是應當稱頌的！祂差遣使
者救護倚靠祂的僕人，他們不
遵王命，捨去己身，在他們神
以外不肯事奉敬拜別神。 

                                                      但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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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使人受苦？ 
 

拿俄米過去十年面對丈夫與兒子的離世，
其痛苦難以言喻。她有寃無路訴，唯一能
讓她傾訴甚或是投訴的對象，是上帝。 

 
誰能解答誰使人受苦這難題呢？ 
上帝沉著面對受苦者對祂的指控， 
且積極地尋找機會幫助受苦的人。 

我(拿俄米)滿滿的出去，耶和
華使我空空的回來。耶和華降
禍與我，全能者使我受苦。 
                                                       得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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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近眷顧者 
 

拿俄米在絕望中聽見家鄉被神眷顧， 
她亳不猶疑地決定返回家鄉伯利恆。 

 
基督徒當有像拿俄米對神堅定的心，即或
她認為是上帝使她受苦，卻仍緊靠神。 
是矛盾麼？卻是受苦者唯一的出路。 

她(拿俄米)就與兩個兒婦起
身要從摩押地歸回，因為她
在摩押地，聽見耶和華眷顧
自己的百姓，賜糧食與他們。  

                                                       得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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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不離不棄 
 

拿俄米經歷太多的苦，已難以分辨禍福之
因，但旁人的話卻見證神對她的不離不棄。 

 
對受苦者來說甚麼都是苦，但旁觀者稱啊！ 

婦人們對拿俄米說：耶和華
是應當稱頌的，因為今日沒
有撇下妳使妳無至近的親屬。  

                                                       得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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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祝福 
 

「七個」，舊約的觀念指大福； 
拿俄米從沒想過至近的親屬與路得， 

能成為她的祝福；還記得當路得堅持要跟
從她時，她為日後生活倍添愁煩呢！ 

 
遇上苦難本是個謎，無人有完滿答案， 
但請留心生活中甚至你沒想過的事， 

上帝也可以藉此來祝福你啊！ 

有這兒婦比有七個兒子還好。  
                                                        得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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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能作這大惡？ 
 

約瑟是眾多受苦者中的典型例子， 
被父親賞識遭嫉妒，長得漂亮遭誣告。 
但他仍堅持自己不能作惡得罪神。 

 
苦難的因由多得不可勝數，約瑟受苦只因
外在條件太好？但他沒有自怨自艾，也沒
有恃靚行兇；仍堅持敬畏神，做當做的事。 

我怎能作這大惡，得罪神呢？  
                                                           創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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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了他？ 
 

約瑟等了好機會，請求酒政幫助； 
只是酒政竟忘了他！ 

 
酒政怎麼可能忘了約瑟？約瑟不是他的大
恩人嗎？還是上帝容許酒政的善忘呢？ 
只管等待，學習忍耐，祂有祂的時間， 

祂必記念你！ 

但你得好處的時候，求你記
念我…酒政却不記念約瑟，

竟忘了他。  
                                                   創40:1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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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服神 
 

約瑟的信念，支持了他撐過苦難的日子；
也是對曾傷害他的人的安慰。 

 
約瑟是靠著信念度過萬難；但當明白上帝
「好」的心意後，已是最大的滿足，無半
點自憐與傷感；相比曾令他受苦，半生內

疚的兄弟，對比實在太大了！ 

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創5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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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的期待 
 

約瑟110歲離世時不知道要400年後才能葬
於迦南，卻信心滿滿，期待著神應許實現。 

 
生與死不能阻隔神應許實現；人的生命有
限卻因為相信永恆的神，眼光是如此寬闊，

信心是如此堅固與有力量。 

約瑟因著信，臨終的時候，
提到以色列族將來要出埃及，
並為自己的骸骨留下遺命。  

                                                   來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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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可受苦 
 

摩西寧可受苦，放棄了王子甚至是王位， 
不是因他愛受苦，乃因他有更重要的心志。 

 
信仰的力量就是幫助人排除萬難做當做的。
試問一般人都有願意犧牲自己為別人謀求

幸福的，基督徒的信仰更當如此。 

他(摩西)寧可和神的百姓  

同受苦害，也不願暫時  

享受罪中之樂。  
                                                   來11:25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10月主題：堅決信心  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8               十月 

18 
星期四 



因著信過紅海 
 

昔日，以色列人與埃及人同樣地過紅海，
不同的是心裡是否存著信心。 

 
可見，信心斷不可能是盲目，必定是有基
礎的；這基礎就是對神的認識並順服神的
帶領；不信的人只會嘲笑與批評。因此，
你要追求的是認識神，而非討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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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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著信圍城 
 

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地頭一場戰爭是圍城，
頭六天每日圍城一次，最後一天圍七次。 

 
信心，要配合同心；只要有部份人倒戈、
嘲笑，都不可能經歷神蹟。因此，我們要
追求的不是見更多神蹟，乃要追求團結與
同心，竭力向神心意行，上帝必定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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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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接待 
 

喇合是極不容易地與當時大部份主戰的人
持不同觀點，她卻堅持所信而獲得回報。 

 
要敬畏神，誠實地遵從內心的信念， 
無論別人與你的決定是否相同， 
要知道其責任總要你自負。 

妓女喇合因著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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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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 
 

這位百夫長的信心只是基於所謂的
〝common sense〞(常識)，卻被耶穌稱讚。 

 
這是否反映當時的人因嫉妒或藐視而對耶
穌有不準確的判斷？你既看見耶穌能使人
生命變得更美，你還要拒絕耶穌麼？ 

耶穌聽見就希奇，對跟從的
人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
麼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

中，我也沒有遇見過。  
                                                   太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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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伴旳信心 
 

這位癱子可能已自我放棄，卻得友伴堅持，
幫助他聽到神親口的宣赦，以致重新做人。 

 
基督徒的團契是預嘗在天國裡的祝福。 
因此，耶穌吩咐門徒實踐的兩條命令中的
「彼此相愛」，是給旁人認出這便是基督
徒，也是基督徒堅立信心的好機會。 

耶穌見他們的信心，就對癱子
說：小子，你的罪赦了。 

                                                            可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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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尋常的信心 
 

耶穌稱讚這位迦南婦人的信心是大的，即
不尋常的；不尋常於她相信上帝的恩慈與

憐憫，結果她滿得上帝的恩惠。 
 

信心本無分大小，該是指你對上帝的信任
是篤定或是懷疑；亳不懷疑的信， 

會令你經歷生命的能力！ 

耶穌說：婦人，你的信心是大
的；照妳所要的，給妳成全了
罷。從那時候，她女兒就好了。 

                                                    太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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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搖了的信心 
 

門徒在面對風浪來臨，為何埋怨祂？ 
 

門徒在生死邊緣，所記掛的不是信不信神，
乃懷疑神真的在乎他們？耶穌怎麼說？為
甚麼膽怯？還沒有信心麼？信甚麼？就是
神既已差了耶穌降生，怎麼不在乎他們呢？
因此在患難之時該是祈求而不是埋怨祂！ 

耶穌醒了，斥責風，向海說：
住了罷、靜了罷！風就止住，

大大的平靜了。  
                                                   可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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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 
 

少年的官帶著自信與困惑來到主面前，期
望主宣告他己有永生？祂卻要他變賣一切！ 

 
難道真的是變賣一切的問題？還是那些 
財產矇了他的心？有甚麼東西矇著你， 

使你看不見神的恩典呢？ 

耶穌聽見了，就說：你還缺
少一件；要變賣你的一切所
有的，分給窮人，就必有財
寶在天上；你還要來跟從我。  

                                                   路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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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 
 

瞎子是亳不容易地突破那習慣了的生活；
但他知道要改變的辦法惟獨在耶穌那裡，

便放下自己安舒區尋求主幫助。 
 

你有要向耶穌所求嗎？是真的沒有還是你
已習慣了，那管是習慣了那糟透的生活，

也懶得去改變呢？！ 

耶穌就問他說：  

你要我為你作甚麼？  

他說：主阿！我要能看見。  
                                                   路18:41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10月主題：堅決信心  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8               十月 

27 
星期六 



真看出… 
 

彼得領命廣傳福音，體會上帝的能力推動
著他們，以至所觸及的人非他們所預計。 

 
只要你有一顆順服的心遵守主道，便會發
現何謂為主作工？是主的能力推動你完成
祂的工作；體驗與祂同工的喜樂與滿足。 

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  

原來各國中，那敬畏主行義
的人，都為主所悅納。  

                                                徒10: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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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不偏待人 
 

彼得實踐大使命最深刻體會的是神既不偏
待人，便當存敬畏神尊重人的態度過生活。 

 
人與人關係常因誰對誰錯而引起衝突；耶
穌在十字架上的拯救，化解我們對一己的
堅持，以愛為基礎，才能與人和諧共處。 

你們既稱那不偏待人，按各
人行為審判人的主為父，就
當存敬畏的心，度你們在世

寄居的日子。  
                                                   彼前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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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愛世人 
 

本節是基督教的核心；因為這是人類最大
的疑惑，最根本的需要，最重要的選擇。 

 
人類尋求滿足自己的慾望，名和利或愛情
或物慾，但神知道這都不能給人真正的滿
足，直到你認識神在乎你、愛你，尊重你。 

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
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

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約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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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能拯救到底 
 

神對人的愛已達極致；投靠祂的必得永生。 
 

上帝不需要安排我們生活每個細節，祂卻
給我們永恆盼望，使你有能力選擇做有價
值的事，如何過誠實正直的生活，如何敬
神愛人，這就是信仰帶給人生活的力量。  

凡靠著祂進到神面前的人，
祂都能拯救到底；因為祂是
長遠活著，替他們祈求。  
                                                   來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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