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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裡的安息上帝裡的安息上帝裡的安息上帝裡的安息 

「放心吧，沒有問題的！」  

 

擔憂、焦慮、受壓與及恐懼都是這個世代的標記。無論你走到任何地方，都會見到人是承受著壓力的。縱

然如此，在主裡有一個更美好的出路！耶穌說：「馬大！馬大！你為許多的事思慮煩擾，但馬利亞正

做著那不可缺少的事。」 

 

上帝甚願透過這本小册子告訴你一個美好的訊息，在主裡是有真正的平安和安息的。 

 

堅信上帝 

若你對這個國家，或對這個世界的進程曾感憂慮，上帝有一句話語給你：「王的心在耶和華手中，好像

隴溝的水隨意流轉。」（箴 21:1） 主說祂是萬有的主宰，萬事都依著祂的旨意而行。信靠上帝的心，是

需要在我們的心攪動出來的。 

 

當然，每個人都應該為以上的憂慮禱告和到票站投票。你相信上帝會讓祂所揀選的人當選嗎？你所選的候

選人又有沒有當選呢？其實，真正的問題是：當你祈求這位掌管萬有的上帝時，你心裡是否真的相信祂能

掌管呢？ 

 

上帝會回應你的禱告，但祂卻不會回應你的想法。明白這點是十分重要的。上帝是一位偉大的神偉大的神偉大的神偉大的神；祂是奇

妙和不可思議的。祂叫我們尊榮和服從地上掌權的，並要為他們禱告。（提前 2:1-4 和彼前 2:13-17） 我們

定要為他們代禱，好讓我們在地上、家中、教會及職場中得著平安。若我們相信上帝，並為地上掌權的代

禱，祂便會榮耀及賜福給他們。 

 

再者，上帝應許的是祂會掌管君王的心，並隨己意像引水道引導流水般的引導他們；掌權的是不可隨著私

意任意妄為的！上帝所關注的，並非你、我或是那些君王所想的，而是祂自己的旨意，如在天上般的行在

地上。堅信上帝的旨意成就於這地，如同成就於天一樣。堅信祂－掌管這個國家的領導者，如同掌管世上

的任何一國、家庭與事工一般。 

 

綜觀整本聖經，儘管邪惡、不義、被魔鬼帶領的人不斷地敵擋衪，上帝已成就了衪的旨意，因上帝是超越

萬物。事實上，為了彰顯衪的榮耀，祂曾使用邪惡君王來成就祂美好的旨意。 

 

除了我們自己以外，我們不應去論斷別人。因為上帝是會審判各人的心和他們一生的。而我們的本份是：

去榮耀、尊敬，祈禱，與及堅信上帝是會履行衪所說的每一句話。（民 23:19） 無論是領導者、作丈夫的、

作僱主的，或教會的牧師心中所想的，上帝說衪會隨己意去引導這些掌權的。 

 

若你要為生命中的任何一件東西鬥爭，請為主鬥爭吧。高舉耶穌，衪是會吸引所有人來歸向祂的。（約 12:32） 

 

耶穌必會被高舉，因此，凡信祂的人，可得永生。「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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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他的，不致滅亡，反得永生。因為神差他的兒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

得救。（約 3:16-17） 

 

我們不應用自己的想法去論斷、譴責及抨擊他人。耶穌因信衪的父，所以衪來拯救失喪的人，並不是要定

他們的罪。衪是我們的榜樣，衪要讓人知道，上帝有多愛他們和眷顧他們。衪又讓人知道，並顯明上帝怎

樣粉碎魔鬼的詭計，把環境逆轉變為美好；衪更告訴他們，上帝如何使萬物都服在衪的權柄下。 

 

「放心吧，沒有問題的！」 

主曾叫我往某地方去，而該地方的名字並不重要。衪說當我到達時，祂會給我一句衪為屬衪的人所預備的

話語。到達目的地時，我和家人拿著行李到轉運站，在等候轉車時，我們把所有東西堆在一起。在尋找洗

手間的期間，我心中有一顧慮：「若行李出了什麼問題，怎麽辦呢？」我不知由哪裡傳來這句說話：「放心

吧，沒有問題的！」我的視線隨即往上望，看見一青年人站在那裡，拼命咧著嘴的向我微笑。 

 

「放心吧，沒有問題的！」主就有關我怎樣開始擔憂行李的事情，開始在我的心動工。衪經由這個年青人

來告訴我，使我的思想平靜下來。我在腦子和靈裡接收了這句話語，而身軀卻往洗手間去了！ 

 

這不過是個開始，我每到一處地方，主都在我心裡動工，重覆著：「放心吧，沒有問題的！」衪要我接受這

句話語進到我的心靈、腦子和身體裡面，以為前路作好準備及明白與主同行，我的生命就不會有問題的。

因為對衪來說，是沒有困難和難成的事的。所以，衪不想我們對任何事情感到焦慮，祂願意我們這生都在

安逸和舒適中渡過。 

 

我花了整個星期在休息裡。每次當我拿起水杯時，必定有人替我把黏在杯底下的水抹乾。在這段不可思議

的時間裡，我們得著無微不至的照顧，使我們認識到安歇在主的供應和祂的臨在下，感覺是怎樣的。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

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太

11:28-30） 

 

我是一個頗活躍的人，而且相信工作、行動就能把事情辦好。我深信愚公確能移山，若我叫它們移動的時

候，它們不肯去動，我便會親自觸動它們。當我不停聽見「放心吧，沒有問題的！」這句話語時，我會震

驚一整天的。我以為我一直在放鬆自己，但照我估計，我根本就沒有放鬆，依然想去把每一件事情辦妥。

耶穌說：「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太 11:28） 我根本就不知道

我是在疲憊和憂心之中（通常這是明顯的），因為我只是做著我認為該做的事。因為我認識上帝的話語，所

以我要竭力地把它行出來。可能我會出錯，但上帝是信實的，衪會幫助我返回正軌。衪會幫你返回正軌並

接受你的過失。因此，求上帝寬恕，並再次前進吧。 

 

我不喜歡讓我的喜樂指數往下走的。上帝不可思議地向我表示，祂如何不願我們帶著憂慮的心情，或心裡

牽掛著生命中的任何東西。「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樂、祝福與平安。」（詩 16） 

有趣吧！！！感興趣嗎？？？請讀太 6:2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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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說：「不要為生命憂慮…要先求祂的國…不要為明天憂慮。」（太 6:25, 33, 34）祂說：「我就使你們

得安息（衪的安息）。」（太 11:28）耶穌繼續說：「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

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太 11:29） 

 

我們每到一個地方，都會遇上最謙卑，最柔和的人。他們總是面露笑容、喜悅和樂於幫助我們的。他們都

有僕人的心，他們的出現就是為了取悅我們，幫助我們，和做點美好事情讓我們活得更美好和更自在。那

時，我還以為我身在天堂呢。 

 

耶穌說：「盜賊來，無非要偷竊，殺害，毀壞；我來了，是要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約

10:10） 

 

主願意我在這生中認識到祂的安息。我們不時的四處奔跑盤算著自己的生活，拼命地做為要令事情發生，

為今天及明天憂慮。朋友，這有什麼意義呢？ 

 

我明白那些人不是缺少什麼。他們對自己的所有，或欠缺都絕不關心；他們對那些慾望是不會費神或關注

的。我想：「主，是的，我正在學習，幫助我去明白，及能與人分享關於祢的安息。」 

 

關於安息的一切 

我開始思考我們讀上帝話語時那有關安息的。有多少人曾事實上體驗過安息？或持續上帝的安息以作為一

種生活模式呢？試想一下，為求祝福和富足，你甚至拼命地信靠上帝且拼命地幹為要使事情發生。 

 

除非主由天上賜下，沒有人能收取上帝不曾賜予的。（約 3:27） 若賜予的是上帝，那麼，我所需要做的事，

就是在適當的時間和地點作一個收取人。而順服是接納上帝應許不可缺少的。 

 

耶穌說當我們走向祂並與衪同工，我們會為自己的靈找到安息。「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

省的。」（太 11:28-30） 很多基督徒說：「已是這麼艱苦和這麼久了，魔鬼正當道，社會又瓦解，而不足

處比比皆是！」誰會關心呢？放心吧，沒有問題的！上帝掌權上帝掌權上帝掌權上帝掌權！！！！日子是會繼續，我們亦要生活，我們是必

須處理生活中的各種事務。正如耶穌說：與上帝同工會使生活變得更加輕省。 

 

我曾認識一個人他說他不願擁有太多東西，原因是：如是的話，他便需要為它們負責了。當時我想：多大

的損失！多麼浪費啊！有上帝賜福，當然遠比沒有的好，但若你有我朋友那種的心態，你不會同意那是祝

福。（人真是有趣的！）後來，這一個人娶了妻子，養育了多個孩子，和擁有數個住宅等等，及一大堆的責

任。他的看法和價值觀最終都能改變。 

 

人們經常讓他們的環境來決定他們的價值觀和信念，多於讓他們的價值觀和信念去影響他們的環境。你可

以是貧窮且「沒有安息」，或你可以是富有且「沒有安息」。但在耶穌裡，你無論是貧或富都能擁有「安息」。

（腓立比書 4:10-13） 生命中最主要的就是知足，和在耶穌裡的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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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住處的大堂，當幾個小孩正在玩耍的時候，就發生了一件事。因為自私的顯現而導致情勢昇級。接

下來，便是家長的介入。（家長們…讓開吧，好讓你的孩子學習對自己言語和行為的負責任。） 一位媽媽

開始與另一位媽媽爭吵起來。那謙卑、温文的主人看見這樣，便評論說：「這事是不需變成這個樣子的，而

這種事情根本不應在這裡發生。這些人應回家去，各人應在這裡盡情享樂。」他們這些行為是不合宜的。「你

們中間的爭戰鬥毆是從哪裡來的呢？不是從你們百體中戰鬥之私慾來的嗎？你們貪戀，還是得不

著；你們殺害嫉妒，又鬥毆爭戰，也不能得。」（雅各書 4:1-3 意譯） 這節經文所講述的是有關態度

和價值觀的。 

 

上帝的計劃是美好的 

你是否對開展新的工作感到憂慮呢？這或許是一個新的關係、一份新的工作、一個新的企業，或是某樣你

不清楚怎樣去辦的事情。在人生裡，經常都有接觸新事物的經驗，因為你並非上帝，所以你不知道你的將

來會怎樣，所以，你不可能計劃好你各樣的進程。放心吧，沒有問題的！ 

 

因我們倚靠主，祂會為我們構思好進程；為我們擬定好計劃。我們可表示贊同，而進到祂的計劃裡去等候

賜福。我們可相信祂為我們擬定的，都是美好而並非邪惡的。衪計劃使我們興旺，及賜給我們一個盼望與

未來。（耶 29:11） 

 

有很多人嘗試令自己活得好，卻同時令其他人活在苦難中。你明白這種事情是怎樣發生的嗎？很多時，你

努力地令事情發生，（詩 127 篇），但你做事的方式可能與你同伴 （或是你的配偶）做事的方式有所不同。

比如，我的做事方式是激進的，其他人通常都不了解我為甚麼要這樣做。這沒問題，因為他們不是經常要

明白你做事的原因和你要做甚麼事情的。很多時，他們並不需要明白，因為你不是他們，而他們也不是你。

我們每一個都要為自己的行為、言語和生命向上帝負責。我們對上帝的信賴，是我們要為自己負責的。（林

前 4:1-4 和約 21:15-23） 

 

返回我們的故事去。坐在酒店的大堂，我正觀看著人生百態。我察覺到坐在大堂的人，都是那地方不開心

的人。其餘的人，卻是洋溢著歡樂和感到滿足的。 

 

表面上，在離別前的那些時刻（坐在大堂時），有些人正在思想著他們將要離別的事物，你可明顯看出他們

的喜樂是早已消失的。我開始迴避大堂這個地方，而到那充滿歡樂氣氛的人和地方去。 

 

在我們離開那天的早上，我和我們的服務員分享：「我在這裡唯一見到有不開心的人的地方，就是大堂。今

天我將會離去，但我會帶著我在這裡所感受到的喜樂，和我一起歸家。因為，上帝賜給我平安、喜樂和滿

足。我願人人知道，要離開某處地方或是生命中有些事物改變了的時候，他們是無需感到失落的。因為上

帝放在你心裡的喜樂是不能被奪去的，無論你到哪裡去，它會跟隨著你。」那位服務員望著我說：「這便好

了！這便好了！」我回答道：「放心吧，沒有問題的！」。 

 

當你知道你的生命是在上帝的手裡，這就不會有問題或緊急事故的。但當你嘗試為自己開路，奮力去令事

情發生，問題便會出現了。也許，它不會像你想像中的那麽快就發生。有誰知道呢？它或會永不發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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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這只是你的計劃，而不是上帝的計劃。為此感到壓力，有什麽意義呢？能說出這話的就更好：「主，我將

生命交給你，叫這生命是委身和分別為聖的。祢指示我的腳步，和引領我的前路。（箴 3:5-6） 我會去祢想

我去的地方；我會做祢想我做的事，祢賜給我的平安，將永遠伴隨著我。（約 14:27） 

 

當你越軌的時候，你是可以經常察覺到－你會感到不安，因為你的平安已離開了你。（腓 4:4-8） 

 

放心吧，沒有問題的！ 

 

詩篇 23 篇「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詩 23:1） 

 

順服於主 

你可以說：「我沒有缺乏，因為主是我的牧者。」這是一個美好的信心宣告。若祂是你的牧者，你便是祂的

羔羊。「我是耶穌的羔羊，我心裡總是喜樂，（因為我跟隨那好牧人）。」 

 

不知甚麼緣故，隨著生命的進程，你是會忘記「我心裡總是喜樂」這句說話的，因你被生命中持續的漫長

過程所纏繞著：每天所發生的事件、工作、教會與及佔據你時間、思想和體力的私人事務。你會被支付賬

單、四處奔波，和思想一切你須思考的事情所纏繞。 

 

當生活中的事務和壓力迫進時，「我是耶穌的羔羊，我心裡總是喜樂」這句說話，似乎就消失至遠方。我不

知這是否是耶穌說：「若不像小孩子，斷不能進到天國。」的意思。但你可爭辯說，有人是必須被顧念

的。不錯，上帝是顧念的，祂便是那好牧人，而衪正顧念著你。今天，就讓人知道，上帝是顧念他們和愛

他們的。 

 

祂並不擔心你，因衪知道在你身上那善工已展開了，祂正在使它更完全和更完美吧。（腓 1:6） 知道這點真

的令人興奮！在酒店裡我四處閒逛，觀看各人的微笑、大笑、放鬆自己和享受人生－大堂除外。 

 

在大堂裡，上帝賜我一句說話，祂說：「把喜樂帶回家，告訴大家我所賜給你的（平安…安息…和喜樂…那

是與我同行所得著的），不是從你所到之處而來的。」 

 

「祂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 

注意：祂使我躺下來。我們被生命中的奔波勞碌纏繞得不可開交，那裡想躺下來呢。 

 

個人來說，當我要躺下時，我差不多會抖動起來。因為我發覺我是必須時常工作，而不能只是休息的。你

是否明白躺下來或由勞碌工作中止息下來，事實上也是做著某樣東西嗎？讓你的腦袋和身體止息下來，根

本就是非常基本的。安息是一樣美好的事情。 

 

我並不是叫人懶惰或懶散。我是說：被主的靈去帶領。有些人經常都要休息，難怪他們是這樣拮据，生命

得不著祝福。我們應當學習其中的差異與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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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讓我們或使我們躺卧在青草地上，因為羊是最不安和易被惹動的受造物，牠們會躺下的唯一時刻，就

是牠們感到完全平安的時候。當牠們知道牠們是完全受著保護和被照顧時，牠們才會躺下來。因為上帝知

道所有事情都穩妥，衪便使我們安息，使我的靈滿足… 放心吧，沒有問題的！ 

 

「祂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衪使我的靈魂甦醒，」在醫治、恢復及甦醒我的時候，上帝使我的腦筋舒

暢。所有對於不同事情的焦慮、恐懼和創傷都被挪去，因為主是賜平安和安息的主。 

 

或許你是焦慮、被人虐打，或生某人的氣，當你想起耶穌為你做的一切時，上帝會使你甦醒過來去到一個

地方，就是愛、仁慈、寬恕、美德與及憐憫的地方。你很可能已開始為你的賬單、健康、關係，或前途掛

慮了。 

 

被那些事情纏繞而感到壓力是很容易的事。將你的注意力，比放在其他事務上，更專注於上帝從而去靠近

衪。你是隨時隨地可以在主裡安息和享受祂的同在。上帝是與你同在的。主，感謝祢的臨在！（希 13:5-6） 

 

你不必到某特定地點去尋找上帝，現在祂正與你在一起，因為衪是無處不在的。 

 

說出耶穌的名，感謝上帝的臨在，祂會為你的緣故極度願意彰顯衪自己。（耶 33:3） 祂會甦醒你的靈，就

好像補充貨源一樣。甚至當你只唸耶穌的名字，上帝便會為你加油，使你振作，增添你的福樂及使你更加

蒙福。 

 

當你讓主作你的好牧人，這一切事情都會發生。信靠那好牧人，大聲地告訴祂：「耶穌基督，我願意祢成為

我生命的主，我相信祢要我的生命變成怎樣祢是最清楚不過的，因為祢眷顧我。」 

 

雖然，你或會有一陣子的抗拒，或對事情不覺讚賞，主卻會親切地保守和看顧你的。上帝會以衪一切的親

自去看顧你，衪願作一切去為你祝福，愛你，供應你，保護你，防衛你及看顧你。為的是甚麽呢？因衪是

為了表示衪對你的愛而關顧你的。 

 

「所以，你們要自卑，服在 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時候，他必叫你們升高。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

卸給 神，因為他顧念你們。」（彼前 5:6-7） 

 

當我觀看這些親切地照顧我們的人時，上帝在教導我衪怎樣看顧我們。真是多麼的美啊！我們對任何事物、

任何欠缺，或任何需要，都不掛慮。噢，上帝是多麼願意去看顧我們！ 

 

想一想關於上帝的看顧，然後再想多一點，它便會開始進到你的心，然後你整個生命都會被改變過來。你

會明白為甚麽耶穌說：「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當你讓上帝看顧你的時侯，你會

明白衪的擔子真的輕省。 

「他使我的靈魂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上帝確實的引導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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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和家人起初到達時，我們便登上那公共汽車並走到我們的坐位裡。往機場的路程大約需要兩小時，那

公車司機轉過頭來對我們說：「放心吧，沒有問題的！你們只管放心，這是你們要在這裡的原因－放鬆自己。

我會送你們到目的地的。」 

 

感謝上帝，司機當時在駕駛。感謝上帝，祂正在駕駛！要經過一段時間我才可安心下來信靠這位司機。首

先，我需要習慣方位的變動－因為我現正坐在與街道相反方向。接著，當我們躲避右邊的坑窪和左邊的路

人時，我留意到有巨大的管子被放置在馬路中央。我們急速地前進，笛子響過不停，車子又在我們面前繞

過，而那意念又掠過我的腦袋：我不必為此擔憂…他才是司機。我只是閉上眼睛，放鬆下來。我們安然的

抵達了，真是感謝上帝和那位司機。 

 

信賴一位用愛心關懷並看顧你的上帝，衪是會指引你走義路的。 

 

你曾否為罪而擔憂，或曾憂慮錯失了上帝的旨意而與衪的距離拉遠呢？主指引我們在衪的道上實行衪的旨

意，衪領我們到衪早已為我們預備的祝福裡。為的是甚麼呢？為的是衪名字的緣故，因為我們是衪的兒女。 

 

那些朋友的聲譽是建基於他們對到訪賓客的款待，他們都期待賓客享受他們的逗留，然後再次光臨。他們

都希望賓客會輕鬆點，當那兩位旅客發生爭執時，他們的聲譽就會受到影響。 

 

上帝的聲譽亦會受到影響。你是否因信耶穌是你的主，而成為至高者的兒女呢？若果是，那表示你是屬於

上帝的。那麽，你需要去的地方和你需要做的事，便會被衪視為己任的去使它們成就。（腓 2:12-13 和 1:6） 

 

這是因為衪的名、榮耀與及我們福樂的緣故。放心吧，沒有問題的！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詩 23:4） 

即使在我們生命中越過死蔭幽谷時，一切都顯得黯然無望，但上帝仍然與我們同在，看顧著我們的。因此，

我們不用懼怕，因為在上帝裡最好的一切將會出現。 

 

上帝賜予的每一個異象都會有死亡，但總是有些環境與情况存在，使它看來是不可能發生的。舉個例子，

亞伯拉罕的年事已高而撤拉又不能生育，人們便會想到，上帝的計劃不可能成就了。但是，「放心吧，沒有

問題的！」在上帝來說，沒有難成和不可能之事的。 

 

在亞伯拉罕耐心等待之後，接著而來的便是上帝的賜福，與及應許的實現了－以撒。上帝是會急不及待地

執行衪的話語和旨意的，但一切都在衪預定的時間內。（希 6:10-20） 

 

你曾否對上帝感到不耐煩呢？與上帝在一起，是沒有問題、沮喪、挫折，或失望的。「因為這默示有一定

的日期，快要應驗，並不虛謊。雖然遲延，還要等候；因為必然臨到，不再遲延。」（哈 2:3） 上

帝照衪的時間與方式去做每一件事，而經常是完美的，使各人都得著益處與蒙福。所以，輕鬆點吧，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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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就算你走過死蔭幽谷，因為主與你同在；不要懼怕魔鬼，因為主與你同在。（懼怕是不信的表現） 

上帝完全的愛會驅散一切恐懼。（約一 4:18）  

 

若我們不是被對主的信心（信仰）和應許所支持（林後 10:3-5），我們的思想是會趨於不信或邪惡的，和糾

纏在問題上。就算事情進展順利，人們都會經常想出問題來。一個人曾經歷五十二個的祝福，他怎能仍為

一個問題而去煩惱呢，真是令人驚訝。停止！不要為自己生命製造麻煩，我們已經受夠了。耶穌就這個意

思說了些話：所以，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太

6:34）奉耶穌之名以智慧、恩典、憐憫與及能力來處理它吧。請讀希伯來書 4:13-16。 

 

做好今天，沿途並要堅信上帝和依賴上帝。（箴 3:5-6）不用勉强。「我是耶穌的羔羊，我心裡總是喜樂。」 

 

放心吧，沒有問題的！讚美上帝！我們學會了，上帝之道說，我們也會說：「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 

與你的敵人一起坐下來用膳，你是否會覺得緊張呢？你知道啦，是那些不喜歡你的人？上帝說衪把我們的

名牌正正地放在他們的鄰座上，是衪使我們坐在一起的。 

 

上帝的目的什麼？衪要我們和好。畢竟，「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滅亡，反得永生。」（約 3:16） 

 

放心吧，沒有問題的！上帝估計在衪造成此事之後，衪還會幫我們彼此相愛的。那麼，你必須願意繼而順

服。（賽 1:19-20） 請準備接受祝福：「衪用油膏我的頭。」 

 

他的祝福和呼召已經進入我的生命中，邪惡和災難在我生命中失了地步，因為我與神同行」（詩 91:9-16） 

 

「我的福杯滿溢」。旅途上，我們總不缺少任何美好的東西，因為一切都得著供應，我們只需問一聲，他

們便去尋找，及等待做點甚麽的來祝福我們。 

 

主向我顯示衪就是這樣－願意，準備及等待去為衪的子民做些事情。衪只在等候有人去仰望，這樣衪便能

看見他們的眼睛。主，感謝祢！（代下 16:9） 衪正等候有人以信心去求，衪便可滿足他們的喜樂。（約 16:24）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詩 23:6） 

 

有很多人認為，他們的一生中有很多問題、詛咒，或是魔鬼伴隨著他們，他們正嘗試去擺脫它。一次，有

一個人問我：「牧師，我怎樣才可不再被魔鬼騷擾呢？」我回答說：「我們可以做兩件事中的其中一件，就

是：我們可祈求讓你死去（當時，他不喜歡這個建議），或是你能夠長大而不再事事害怕，然後要在上帝的

道上站立得穩，以上帝的大能承認羔羊寶血的救贖、你見證的話語及耶穌的名字。」 

 

不要說魔鬼和問題在尾隨著你，開始好像聖經所言的說：「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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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是說有問題、魔鬼、擔憂、煩惱、恐懼、疑惑和騷擾會跟隨著你，而是：有恩惠慈愛隨著我。 

 

你可能未曾這樣想過。那麼，你所想的是關於什麼呢？一日，當我們在一隻小艇中坐著，觀看人們正在玩

滑翔傘。自此之後我就記起，戴安娜曾告訴我她想去玩滑翔傘。你有沒有想過，一些你曾想一試但總沒做

過的事情呢？ 

 

主告訴我要帶她去試試那在半空中的滋味，衪說：「我要賜福給她。」衪繼續：「有很多、很多的人，他們

經常嚷著要做某樣事情，可是，他們卻永遠不肯踏出一步去嘗試。你領她去吧！」 

 

整個星期我們都在觀看滑翔傘。一個清晨，時間剛好，這星期以來我都是為這一刻而準備，到處詢問價錢

及作好各樣安排。你總會有更好的時機的。因此，我感謝上帝的帶領。只因外表看似好的東面，不一定就

是好的。在你的靈內和心中，去領受上帝的平安吧。（箴 3:5-6） 

 

那艘小艇是離開岸邊的，這樣戴安娜便被一艘噴射船載到進行滑翔傘的小艇上，接下來的便是我。我依然

想著那隻小艇，因為我比較喜歡深海。主，我感謝你！我們上了那艘滑翔船後，馬上朝那小艇駛去。我在

滑翔船上展開雙腿想跨進那小艇去，卻被兩者牽引著。你有沒有試過被兩個不同的世界所吸引著呢？或許

你會覺得被分扯開。你不能服侍二主，也不能處於兩個意念之間。你需要作出抉擇，這個或是那個。 

 

當你糾纏於兩個意念之間，你不能得著平安和安息的。一是與上帝同行，把你的心思放在天上的事情上和

接受祝福，或是與魔鬼和被詛咒的世界一起同行。上帝是賜安息、愛與平安的；而魔鬼卻是給予痛苦和困

擾的。我必須作出决定，滑翔船或是小艇，我不能一隻腳踏在滑翔船上，而另一隻腳則在小艇上；你不能

又要耶穌又要世界的。你必須作出抉擇，那一個是你想要的。（雅 1:5-8） 我向小艇撲去，抓住它的邊緣，

緊緊的抓著。因一直懸掛在海中，我知道我腳下空無一物，便變得僵硬了。我聽見一個聲音對我說：「放鬆

點，沒有問題的！」這傢伙不知他在說甚麼，我想：當你要跌進海洋深處，而你又不懂游泳時，你卻叫我

放鬆！ 

 

上帝把那字句放在我口中－「放鬆點，沒有問題的！」可是，我仍然把指紋印在小艇邊緣的內側上，但主

正教曉了我一課，就是當我用我的指甲懸著命時，我已失去了我的完全平安。 

 

「放鬆點，沒有問題的！」－我就這樣估計：好吧！我就不如放鬆吧。繼續擔憂、害怕，或是在船邊上變

得僵硬和癱瘓，根本對我丁點好處也沒有。」 

 

當時，主正教導我去信靠衪，並在困境中放鬆下來。有一隻手向我伸出來，當我放鬆時，我可從緊握中釋

放開來，去抓緊那隻伸出來幫助我的手。我感覺自己多麼愚笨，但當我往上望的時候，我聽見這句話語從

這位微笑、不輕視人、不責備人的神說：「放心吧，沒有問題的！」「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

害，因為你與我同在」 

 

主不是要找我們的缺點，衪只想我們知道，我們要信靠衪和接受衪的愛、智慧及幫助。（雅 1:5-8）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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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我們有雙重意念時，便不能接受衪的幫助。我們應該尋索上帝的智慧，然後把衪向我們顯示的實行出來。

當上帝引領時，你會得著平安，而你的思念就只會專注在衪身上。（賽 26:3） 

 

有時，我們緊握著人、健康、金錢，或是關係，而不讓上帝在我們生命中實踐衪美好的旨意。衪是有其他

方法的。（箴 3:5-6，和提後 1:12） 堅信上帝，衪是不會離棄你的。（希 13:5-6） 

 

呼！－當風吹進戴安娜的降落傘時，她一下子被衝上半空。正當她放開雙手，我替她拍了一張她正在微笑，

從她的攝遠鏡頭望出並向我揮手的照片。她十分享受那段時光，而當我看見她自得其樂時，我亦身同感受。 

 

上帝是美善的！衪的話說：「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看到神常祝福我太太她想做的事。 

 

也許，這是一件她需要克服的事，又或許，這只不過是她想經歷和享受的事。上帝曾說衪要賜福給她，我

記起她對攀上屋頂是有恐懼的，前些時，她克服該恐懼的辦法就只是不上到那裡去。簡單來說，就是迴避

去處理該問題。 

 

很多人都不處理他們恐懼的問題，只是置之不理。請留意：這樣，你是不能克服恐懼的。奉耶穌的名去求

上帝賜給我們足夠能力，和足夠恩典，去克服我們的弱點及所有事情。（林後 12:9 和腓 4:13）奉耶穌的名

去求主引導、挑戰並克服你的恐懼。 

 

當時，我觀看著同一個女孩，她曾因爬上一個屋頂或一把高聳入雲的梯子而被嚇呆－滑翔傘？嘩！主，感

謝你。祢真的把我們從一切恐懼中釋放開來，像祢為我們預備的，賜予我們享受人生的自由。（詩 34） 我

們必須要「倚靠那厚賜百物給我們享受的上帝。」（提前 6:17） 

 

當我看著這個隨著我的「恩慈」在我背後升到半空時，我正乘坐小艇和讚美著上帝。當我們在碼頭登岸時，

我感到無比興奮，我召集了我的兒子、女兒和另外一對坐在沙灘上的夫婦，和我一起玩滑翔傘去。 

 

恐懼與不安全感攔阻了上帝祝福，使我們對別人和自己來說變得危險和不穩定。恐懼是基於以往發生的事

情，或觀察其他人的經驗而學回來的，同樣它也是我們自己想像和經驗得來的。 

 

我的孩子與另外那對夫婦對滑翔傘都沒有問題，他們都喜愛它。那位丈夫以往一直都想試試，但還沒有成

事，而那位妻子對此亦感興趣但卻害怕，兩人在鼓勵下，踏出了第一步並被祝福。他們對我們的鼓勵感激

不已。我們在過程中拍了多張相片，而且還把相片寄給他們，使他們日後也可記起這次美好的經驗。 

 

我們要記著主如何從我們以往的經驗中看我們。記著上帝以往的信實，可給予我們當下的信心、能力和勇

氣去面對下一次我們所面對的。（羅 5:1-5） 

 

見到上帝的恩慈一生一世的隨著我是一件極美好的事。上帝的慈愛使人能踏出一步，去做他們之前從未試

過，卻又想試的事情。我相信上帝把夢想放在人的心裡。當你以主為樂之時，衪會為你實現衪原先放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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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裡的夢想。（詩 37:3-9）夢想的實現是需要一個特定時間，一個特定環境和一個合適的地方去配合的。當

上帝說：「去做吧！」接著，就只管做！只管做！這樣，祝福便會等候著你。 

 

不要擔心你可能已錯失它。「也許，上帝叫我去做的，我沒去做，現在，我不會有第二次機會了。」上帝在

我們生命中，給予我們試煉的機會，直至我們通過或掌握了它。若有些東西是在上帝的計劃裡，你是會得

著另外一次機會的。義人都明白，他們是依照上帝的命令行事的，他們或會跌倒，但上帝是會伸出手來幫

助他們的。（詩 37:23-25）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的結果是「我會居住在主的殿裡，值到永遠。」請大聲說…

「我會居住在主的殿裡，直到永遠。」現在，就這樣的加上重音：「我會居住在主的殿裡，直到永永永永

遠遠遠遠！」 

 

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當你知道你是安全的，你是蒙福的，祝福會因著你在主裡的信、主裡的喜樂，與及主裡的安息而增加。上

帝的平安會在你裡面，在你的身上和環繞著你的。（腓 4:4-13, 19） 

 

當你知道你生命是在上帝的手中時，你便可感到滿足。（腓 4:10-13） 當你知道到你是蒙福的而你又感恩，

祝福便會繼續增長。 

 

生命是充滿著上帝的歷險旅程。本來是邪惡的意念，上帝會為著我們和衪榮耀的緣故把它逆轉為美好的事。

明白這點，使我們也隨時成為別人的祝福。（創 50:19-21） 耶穌願我們在衪裡面，去經歷一個豐盛的人生。 

 

我心裡已設下目標去尋求那謙卑的態度，因著我看見那些朋友呈現的僕人心態和關顧。另外，我希望見到

你們學會怎樣放鬆，與及在你們生命中怎樣享受由上帝而來的祝福，好像我們與大家分享衪的道一樣，主

在衪話語中向我們啟示的。 

 

進入豐盛人生的關鍵，是認識知足的原則和活在耶穌的安息裡。在上帝裡是沒有難題或突發事故的，而所

有的只是事故中歌頌衪的報告。 

 

放心吧放心吧放心吧放心吧，，，，沒有問題的沒有問題的沒有問題的沒有問題的！！！！ 

 

信靠主和在主裡安息，做衪所指引你去做的任何事。不要為自己製造難題，若然是這樣的話，上帝有衪的

供應的。若你正走在迷路上，上帝會如實地說：「走這邊吧！」（賽 30:21） 

 

主正幫助我們去活出衪已賜給我們的豐盛生命。（腓 2:12-13）願衪的旨意成就！ 

 

放心吧放心吧放心吧放心吧，，，，沒有問題的沒有問題的沒有問題的沒有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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