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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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主題：永恆盼望  許淑芬牧師編寫  



盼望 
 

「我們得救是在乎盼望」意基督徒藉信心
得著救恩，堅定地等待所盼望的實現。 

 
盼望與希望不同，盼望是有十足的把握，
希望只是不確定的願望。盼望，能助基督
徒越過困難，勝過試探，過有見證的生活。 

我們得救是在乎盼望；  

只是所見的盼望不是盼望，
誰還盼望他所見的呢？  

                                                   羅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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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耐等候 
 

基督徒藉著盼望，提高了耐力，加上後文
所說聖靈隨時的扶助，信心更是堅定。 

 
盼望與信心有著極密切關係；因認識神，

看透世界的誘惑，不單不被轄制， 
還能洞悉人心，帶領人歸向神。 

但我們若盼望那所不見的，
就必忍耐等候。  

                                                   羅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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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潑的盼望 
 

「活潑的盼望」即有生命力； 
有如初期教會，被尼祿王誣告、被異端入
侵、承擔沉重的事奉，他們仍然靠著上帝

克服困難，力證耶穌就是基督。 
 

人生順逆，也是見證你的生命力量之時。 

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
父神，祂曾照自己的大憐憫，
藉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重生
了我們，叫我們有活潑的盼望。 
                                                         彼前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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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的基業 
 

基督徒所盼望的是不能被消滅、不會被污
損、不凋萎的基業；基業，就是神為人預
備的救恩，與神永遠同在，分享祂的榮耀。 

 
地上的榮耀是吸引的，但嘗過天恩滋味的，
便知道難以相比；歷世信徒不為世界所動，

是基於心存的盼望與堅定的信念。 

可以得著不能杤壞，  

不能玷污，不能衰殘，  

為你們存留在天上的基業。  
                                                   彼前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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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時憂愁 
 

「大有喜樂」，不因為短暫的苦難而改變。 
 

有人以為永恆是遙遠的？只因對生命本質
的認知的有限。當意識到人的軟弱、限制、
生命的短暫，更能體會上帝賜給我們的是
無比的福份，是極大的喜樂與平安！ 

你們是大有喜樂；但如今，
在百般試煉中暫時憂愁。  
                                                   彼前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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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顯寶貴 
 

彼得以無法被燒毀的純金比喻信徒的信心；
因為金子都只屬今生，信徒卻能延續永恆。 

 
上帝容讓苦難留下卻要心存感恩，因為不
是祂要試驗我們，而是藉苦難我們更認識

自己並信仰帶給我們的能力。 

叫你們的信心既被試驗，  

就比那被火試驗，仍然能壞
的金子，更顯寶貴。  

                                                   彼前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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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與殷勤 
 

「盼望這些事」指主再來與新天新地。 
 

信徒不單是活一生也延續於永恆； 
為此，當殷勤即竭力過聖潔的生活， 
以致在見主時，充滿平安且沒有遺憾。 

你們既盼望這些事，  

就當殷勤，使自己沒有玷污，
無可指摘，安然見主。  

                                                   彼後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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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盼望 
 

「凡事盼望」意無論任何環境，仍不放棄。 
 

早期一位教父曾解釋何謂盼望， 
盼望就是點亮燈火，耐心等候。 
假若你認為這是最糟糕的日子， 

為何不忍耐著即將來臨最好的時候呢？！ 
惟有心存盼望的人，才能忍受現況。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林前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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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與讚美 
 

詩人正面對各式患難，有惡人的攻擊，有
不義和殘暴者的謀害；但詩人深信上帝的
公義必拯救他，因此他要讚美稱頌神。 

 
基督徒不是因為環境改變了，壓力減少了，
苦難離開了才讚美感謝神；而是基於對 
上帝的認識，因上帝的屬性而讚美祂。 

我卻要常常盼望，  

並要越發讚美祢。  
                                                   詩7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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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與應許 
 

本篇是聖經最長的一篇，以默想神的話語
為主題。詩人看通了人生遇見苦難之益處，
並確信神的話是人類的希望與力量之源。 

 
基督徒的盼望是有根基的，不是憑感覺一
味求離開困境，乃信靠神有公義判斷，只
管緊靠祂並抓緊遵行祂的話才是最重點。 

求祢記念向祢僕人所  

應許的話，叫我有盼望。  
                                                   詩1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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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與跟從 
 

大衛從小負責牧羊，體會人神關係有如 
牧羊人與羊的關係；作為羊，無需驚怕， 
因牧羊人自會痛愛並給予及時的幫助。 

 
在跟從主的路上會否感到吃力？原因為何？
是屬世的思慮糾纏？是人事的失望挫折？

是對上帝不夠信任與專注？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
不怕遭害，因為祢與我同在，
祢的杖、祢的竿，都安慰我。  

                                                    詩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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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與平安 
 

本篇可能是希西家時代，上帝拯救 
以色列人脫離亞述國的侵略後的頌讚詩； 
那管難以匹敵，只要有神同在，就是平安。 

 
神願意與人同在，但切記， 

人豈能邊與惡同行，又企望神同在呢？ 

萬軍之耶和華與我們同在，
雅各的神是我們的避難所。  

                                                   詩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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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與回轉 
 

本詩可能是猶太人被擄歸回，城牆重建後
所寫的讚美詩；他們的苦難是因為背叛上
帝，卻何時回轉、何時敬畏神便大有盼望。 

 
猶太人根本不懂得回轉，若不是上帝早已
預備祂的聖言，他們才找到盼望。同樣，

我們也當在神話語中尋求出路。 

耶和華喜愛敬畏祂和  

盼望祂慈愛的人。  
                                                   詩 14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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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與自守 
 

「謹慎自守」即有節制、清醒地過生活。 
 

聖經是神人關係建立的重要橋樑；憑藉上
帝的啟示得知人類的終局並永恆的盼望。
基督徒的生活不應再糊塗了，要先求神 
的國和神的義，你的生活才井然有序。 

所以要約束你們的心，謹慎
自守，專心盼望耶穌基督顯
現的時候所帶來給你們的恩。  

                                                   彼前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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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與勇敢 
 

耶利米蒙上帝呼召，向一群心硬如鐵的百
姓傳道；但上帝只要求他「不要懼怕」。 

 
上帝並不是要求耶利米去改變人，因為改
變人是上帝的工作；上帝要求他要勇敢，
宣講神要他宣講的便是了。因此，別用自
己的思慮評定別人是否相信，只管傳罷！ 

你不要懼怕他們，  

因為我與你同在，要拯救你。  

這是耶和華說的。  
                                                         耶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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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與剛強 
 

上帝已預告耶利米的服侍是多麼的困難。 
 

難道上帝要難我們？不！是上帝使你成為
堅固，那管別人如何，只管剛強順服祂！ 

我必使你向這百姓成為  

堅固的銅牆，他們必攻擊你，  

卻不能勝你；因我與你同在，
要拯救你，搭救你。  

這是耶和華說的。  
                                                   耶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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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與信靠 
 

大衛基於信念，不怕巨人歌利亞， 
只為神的名勇敢迎敵！ 

 
憂慮太多令人難以剛強。 

不忘初心，你的神才是巨人！ 

你來攻擊我，是靠著刀槍和
銅戟；我來攻擊你，是靠著
萬軍之耶和華的名，就是你
所怒駡帶領以色列軍隊的神。  
                                                   撒上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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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與敬畏 
 

大衛的將軍提醒大衛時機到了， 
是神應許他得王位，可以狠狠地待仇敵？

大衛割下掃羅外袍的衣襟才後悔。 
 

無論甚麼時機，有違道德的都是不可作的！
這是大衛遵從神的道德勇氣，不自圓其說，

不給自己找藉口，只敬畏神！ 

我的主乃是耶和華的受膏者，
我在耶和華面前萬不敢伸手害
他，因他是耶和華的受膏者。 

                                                   撒上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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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與順服 
 

大衛請掃羅也為他作見證，他沒有借機會
無故傷害人，即或對方是無故傷害他。 

 
大衛不殺掃羅，不是靠自己的道德能力，
乃因為敬畏神；他不急於用自己的方法改
變困境，只耐心地等候祂的應許實現。 

願耶和華在你我中間判斷是
非，在你身上為我伸冤，  

我卻不親手加害於你。  
                                                   撒上2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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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與哀求 
 

大衛犯罪，上帝藉先知督責他，且收回他 
罪中所得的兒子；大衛在兒子危疾時苦苦
哀求神，這是他惟一可以做的行動。 

 
我們難以在禱告過程中完全明白神的心意；
但別管那些令人洩氣的話，主權是神，但

禱告的自由在你，即管禱告罷！ 

大衛為這孩子懇求神，而且禁
食，進入內室，終夜躺在地上。 
                                                   撒下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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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與順服 
 

大衛的行動令人費解，卻體會這就是順服。 
 

真正的順服不是痛苦、不是勉強，乃全力
做可以做的，卻接受自己的限制，順服 
上帝的主權，這是神人和諧關係之路。 

孩子死了，我何必禁食，我豈
能使他返回呢？我必往他那裡
去，他卻不能回我這裡來。 

                                                   撒上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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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與忍受 
 

大衛逃避兒子押沙龍背叛時，有人乘機侮
辱他，但大衛忍耐著，視為順服神的意旨。 

 
難道示每真的是神派來侮辱他嗎？不可能！
本來就是人的罪罷！但大衛的耐力驚人，
他沒有因被挑釁而行差踏錯，忍受苦難反
倒使他的生命更成熟，與人關係更和睦。 

…或者耶和華見我遭難，為我
今日被這人咒駡，就施恩與我。 
                                                   撒下16:12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11月主題：永恆盼望  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8             十一月 

22 
星期四 小雪 



盼望與仰望 
 

大衛犯罪要承受罪責，先知給大衛選擇刑
罰，大衛的選擇是順服神、仰望神的憐憫。 

 
犯罪受刑是理所當然罷！但謹記，別硬著
頸項！因為罪責是人無法完全承受的，惟
有謙卑承認，仰望神的憐憫，才有出路。 

我甚為難。我願落在耶和華
的手裡，因為祂有豐盛的憐
憫；不願落在人的手裡。  

                                                   撒下2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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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你的盼望 
 

無論是第一節的「救恩」或本節的「盼
望」，都是指詩人所等候的是神的幫助。 

 
要停一停、想一想，你的焦慮、急躁，會
否因為焦點錯放在人身上，以致心緒不寧？
上帝命令我們要安靜等候祂，祂必幫助！ 

我的心哪，  

你當默默無聲，專等候神；
因為我的盼望是從祂而來。  
                                                   詩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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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使你不動搖 
 

本章是大衛在猶太曠野地被掃羅追殺時經
歷神是「磐石」，即堅固的大石頭，幫助
他不動搖；「高臺」，是觀察敵情之地。 

 
上帝既是你的高臺，當遇上困難時 

別心慌意亂，要倚靠神得智慧了解敵情， 
謹慎每步，才有力量得勝。 

惟獨祂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
祂是我的高臺；我必不動搖。 
                                                          詩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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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你的神 
 

「拯救」即安全；「榮耀」即豐富；「力
量」即能力、膽識；「避難所」即遮蔽處。 

 
基督徒若認定一切都在乎神，便不再需要
慌亂地投靠別人或恃著世物來心安。 
信仰給我們真正的平安，乃在乎於 
你與神的關係，你是否信得過祂？ 

我的拯救、我的榮耀，  

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
我的避難所，都在乎神。  
                                                   詩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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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你的避難所 
 

「避難所」即遮蔽處。這是大衛的見證， 
在他人生順逆時，上帝是他惟一可傾訴者，

也是他得力之源頭。 
 

沒有可傾心吐意的對象是多麼的孤單！ 
神是你可傾訴者，只在乎你是否願意！ 

你們眾民當時時倚靠祂，  

在祂面前傾心吐意；  

神是我們的避難所。  
                                                   詩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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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心倚靠神 
 

大衛在受著恃勢逼迫他的人，包括掃羅及
他的陰險謀臣，在無奈中他仍選擇信靠神。 

 
大衛在苦難中仍警惕自己義人與惡人之別，
不用自憐，也不用心懷怨恨，既知惡人的

結局，最要緊的是專心倚靠神。 

不要仗勢欺人，  

也不要因搶奪而驕傲；  

若財寶加增，不要放在心上。  
                                                   詩6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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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大有能力者 
 

大衛省思過去的經歷，不讓環境或被感覺
轄制，只讓親身的見證並神的話引導他。 

 
堅定的信心必須是有經驗作為基礎。 
大衛相信神是大有能力者，是打從他 

少年時牧羊的經歷，到殺死巨人歌利亞， 
所累積的經驗幫助他跨過人生這低谷。 

神說了一次、兩次，我都  

聽見，就是能力都屬乎神。  
                                                   詩6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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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公義的審判者 
 

大衛相信神是大能者，也相信祂是慈愛者，
祂全然認識人且按各人所作的報應各人。 

 
大衛認定自己是為義受苦，能坦然無懼地
仰望神的安排；他不急於求脫苦海，只安
穩在神手裡，這成為他在患難之日的力量。 

主阿，慈愛也屬乎祢，因為
祢照著各人所行的報應他。  

                                                   詩6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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