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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志下 20 : 21 - 22

勝過生命中的危機
Overcoming The Crisis in Life



羅馬書 8 : 28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

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箴言 4 : 7 – 8

7. 智慧為首，所以要得智慧，在你一切所得之內必
得聰明。

8. 高舉智慧，她就使你高升；懷抱智慧，她就使你
尊榮。



歷代志下 20 : 21 - 22

21.約沙法既與民商議了，就設立歌唱的人，頌讚耶

和華，使他們穿上聖潔的禮服，走在軍前讚美耶和

華說：「當稱謝耶和華，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22.眾人方唱歌讚美的時候，耶和華就派伏兵擊殺那

來攻擊猶大人的亞捫人、摩押人，和西珥山人，他

們就被打敗了。





猶太的父母會對孩子說
：
「孩子們你們要帶的東
西，不是錢，也不是鑽
石，而是智慧，因為智
慧是任何人都搶不走的
。只要是你還活著，智
慧就永遠跟隨著你。無
論逃到什麼地方，你都
不會失去它。」



「智慧為首，所以要

得智慧，在你一切所

得之內必得聰明。高

舉智慧，她就使你高

升；懷抱智慧，她就

使你尊榮。」

(箴言 4 : 7-8) 



我們正處在一個充滿危機的世代，在國際上充滿各樣政治
、軍事上的危機；在社會上也充滿各樣道德敗壞的危機；
新冠病毒的肆虐，已經造成世界各地人們生命財產與經濟
危機；個人生命當中也是常常面對財務的危機、婚姻危機
、身體健康的危機等。



當我面對危機的時候，我們一點都不需要害怕，因為我們
所信靠的神坐在寶座上為王；無論這個世界怎麼樣改變，
我們的神卻永不改變，祂的恩典不改變，祂的信實不改變
，祂的同在也永不改變。



羅馬書 8 : 28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

不單是「我們曉得」，而是「神使萬事都互相效力

」。什麼是「萬事」？就是「一切的事情」，這也

包括好的事情及一些我們覺得不好的事情。



(一) 危機帶給我們的益處

1. 危機能使我們認識
自己的軟弱

2. 危機能夠使我們來
倚靠神

3. 危機能使我們發掘
自己的潛能



(一) 危機帶給我們的益處

1. 危機能使我們認識
自己的軟弱

彼得三次不認主



(一) 危機帶給我們的益處

2. 危機能夠使我們來倚
靠神

彼得在海面上走的時候，
他突然看到旁邊的風浪是
那麼大，他心中恐懼、害
怕就開始往下沉，他做了
全聖經裡最短的一句禱告
：「主啊救我！」



(一) 危機帶給我們的益處

3. 危機能使我們發掘自
己的潛能

「活出美好」這本書的
作者Joel Osteen，在美

國被譽為「講道王子」
。



(一) 危機帶給我們的益處

危機能夠讓我們發掘自己的
潛能。本來以為沒有辦法不
可能，但是危機能夠幫助我
們認識自己。當危機來的時
候不要埋怨，太多時候我們
因著埋怨使我們的眼睛盲目
，我們卻看不見上帝為我們
預備的機會。



(二) 如何面對危機？

1. 尋求神的智慧

很多時候當我們面對危機的時候第一個反應是：「

向神求神蹟」—求神向我們行一個神蹟。我們遇到

危機的時候，我們所需要的其實不是一個神蹟，因

為神蹟也許可以暫時解決我們的困境，但神蹟卻無

法解決我們的問題。

當我們在危機當中的時候，最需要的是什麼？其實

就是「神的智慧」。



(二) 如何面對危機？

1. 尋求神的智慧

「他改變時候、日期、廢王、立王，將智慧賜與

智慧人，將知識賜與聰明人。」

(但以理書 2 : 21)



(二) 如何面對危機？

1. 尋求神的智慧

這個世界千變萬化，然而還是神在掌管這一切，這個

世界大自然最大的改變莫過於「時候和日期」，人世

間最大的改變莫過於一個君王的興起與廢立；我們看

見在這一切最大的改變當中，神仍然在掌管一切。在

這一切改變中，祂卻「賜智慧給智慧人」，祂樂意「

將知識賜給聰明人」。換句話說，當你在面對危機的

時候，面對各樣改變的時候，神對我們說：「我樂意

將智慧賜給你。」



(二) 如何面對危機？

1. 尋求神的智慧

「智慧為首，所以要得智慧，在你一切所得之內必得

聰明。」 (箴言 4 : 7)

不是說信心不重要，不是說愛心不重要，不是說恩膏不重

要，事實上都非常重要、非常好，但這裡卻說「智慧為首

」，第一件事情我們最需要尋求的是「智慧」。我們看到

在我們生命中危機的臨到，任何事情的改變，我們來到神

面前第一件事情需要祈求神給我們智慧。



1. 尋求神的智慧 所羅門對神說：「求你賜我
智慧聰明，我好在這民前出
入；不然，誰能判斷這眾多
的民呢？」 (代下1:10)

神對所羅門王說：「我必賜
你智慧聰明，也必賜你資財
、豐富、尊榮。在你以前的
列王都沒有這樣，在你以後
也必沒有這樣的。」

(代下1:12)



(二) 如何面對危機？

2. 順從聖靈的引導

在我們一生當中，我們需要明白一件事情，神不

但坐在宇宙萬有的寶座上，祂更坐在你我生命的

寶座上。如果我們真的相信神坐在我們生命的寶

座上，我們就應該相信一件事情，神擁有我們生

命一切的答案，祂也擁有我們生命中每一個細節

的答案。



「五餅二魚」的神蹟裡面，
我們看見耶穌要門徒們給五
千人吃飽，這對當時的門徒
來說是一項挑戰和危機，他
們根本沒有足夠的錢去購買
食物，而且也沒有地方去買
那麼多的食物供給五千人吃
飽，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務
；門徒們此時面對一個危機
，也是他們無法達成的使命
。



約翰福音6:6：「祂說這話是
要試驗腓力，祂自己原知道
要怎樣行。」在我們一生當
中所遇到的每一個危機，每
一個難處，「耶穌原知道當
如何行」。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來到
神面前，我們尋求神的智慧
，我們也要看見聖靈親自要
來引導我們。



(二) 如何面對危機？

2. 順從聖靈的引導

在我們的事奉過程中，基督徒最重要的一個屬靈

操練，莫過於就是「聆聽聖靈的聲音，順從聖靈

的引導」。因為今天神賜下聖靈在每一個信徒當

中，當我們接受耶穌基督成為救主的那一刻，聖

靈就住在我們裡面。聖經上說：「聖靈住在我們

裡面如同一個印記」。



(二) 如何面對危機？

2. 順從聖靈的引導

今天神賜下聖靈在我們每一個信徒心中為印記，

這就是表明我們是屬於神的；並且聖靈住在我們

裡面永遠不離開，表明我們是永永遠遠屬於神，

沒有任何事物能夠將我們從神手中奪去。



(二) 如何面對危機？

2. 順從聖靈的引導

我們看見神賜下聖靈是多麼寶貴，聖靈的名字就是

「保惠師」與「訓慰師」，祂保護與賜恩惠給我們

，祂又稱作「安慰師」(Comforter)與「輔導者」

(Counselor)；也就是說聖靈在我們裡面就要帶給我

們「安慰」，聖靈還要帶給我們「指引」。





可以說聖靈就是今天神放在我們生命中屬靈的GPS，聖靈
會指引我們道路，祂指引我們向前走，向左轉，向右轉，
如不小心走錯了，祂還會Recalculating重新指引我們回到
正確的道路上。



1954年美國華盛頓的佈道家湯姆．海克斯
（Tommy Hicks）帶動阿根廷大復興





(二) 如何面對危機？

3. 確信神必為你開路

亞伯拉罕、撒拉年紀老邁，過了生育的年齡沒有兒女

，在人看來已經是不可能的事情，但神就賜給他們一

個孩子取名叫以撒，以撒的名字的意思是「神使我嬉

笑」。

我們能夠相信神能使你重新嬉笑起來嗎？特別是經歷

許多重擔與勞苦愁煩後，神能使我們的生命重新喜樂

洋溢。



(二) 如何面對危機？

3. 確信神必為你開路

當摩西帶領以色列百姓要過紅海，前面是紅海，後

面是追兵，根本是無路可走，而就在這個時候神為

他們打開紅海，讓他們從乾地行走過去；在人遇到

絕路無路可走的時候，當我們向神禱告，神必定會

為我們開道路。



(二) 如何面對危機？

3. 確信神必為你開路

撒母耳記中記載哈拿沒有孩子，在當時年輕婦女結

婚沒有生孩子是一件非常羞恥的事，哈拿哭泣禱告

在神面前，神垂聽她的禱告，賜給她一個兒子叫撒

母耳，撒母耳的意思就是「神聽見了」，多少時候

你以為神沒有聽見你的禱告，但是神聽見了。



歷代志下約沙法王面對摩押
大軍攻擊的時候，神指引他
要在出戰的時候要讓唱詩的
詩歌班隊走在前面，聖經上
說當他們方歌唱的時候，神
差遣伏兵擊殺所有的仇敵。

當我們正遭受仇敵攻擊、遭
遇各樣困境的時候，我們要
知道神已經為我們預備伏兵
，我們需要在神面前來歌唱
來讚美神。



大衛在詩篇中說他一
天七次讚美神，不是
七天一次讚美神，而
是一天七次讚美神；
當我們能一天七次讚
美神，神必然能在困
境中為我們開路。



(二) 如何面對危機？

3. 確信神必為你開路

撒母耳記中記載哈拿沒有孩子，在當時年輕婦女結

婚沒有生孩子是一件非常羞恥的事，哈拿哭泣禱告

在神面前，神垂聽她的禱告，賜給她一個兒子叫撒

母耳，撒母耳的意思就是「神聽見了」，多少時候

你以為神沒有聽見你的禱告，但是神聽見了。



(二) 如何面對危機？

3. 確信神必為你開路

當神在我們生命中要帶領我們經歷突破時，我們需要記住

：神一定會把機會擺在我們的面前。我們不需要去主動尋

找機會，也無法尋找機會；我們也不需要去製造機會，也

無法製造機會；因為機會是從神來的，神要在我們生命當

中親自為我們預備機會。我們看到聖經裡面每一個人物，

其實從某個角度看都非常平凡，但為什麼這些人就能經歷

神的作為呢？是因為他們抓住上帝所給他們的機會。



(二) 如何面對危機？

「我又轉念：見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贏；力戰的未必

得勝；智慧的未必得糧食；明哲的未必得資財；靈巧的未

必得喜悅。所臨到眾人的是在乎當時的機會。」

(傳道書 9 : 11)

這節經文似乎就是我們人生的寫照，真的是「快跑的未必

能贏；力戰的未必得勝；智慧的未必得糧食」，這些都很

真實。那關鍵在哪裡呢？關鍵在於神給我們的機會，也在

於我們能抓住這個機會。



在路得記中記載了路得抓
住了神所給她的機會。當
她的丈夫死了，她的婆婆
拿俄米要她和嫂嫂回到自
己的娘家，因為她們是摩
押人。結果俄珥巴離開了
婆婆拿俄米回家了。



路得卻不願意離開婆婆，
而她看到了一個機會，跟
拿俄米回到伯利恆。她對
婆婆拿俄米說：「不要催
我回去不跟隨你。你往那
裡去，我也往那裡去；你
在那裡住宿，我也在那裡
住宿；你的國就是我的國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路得跟婆婆回去之後，因
為婆婆年紀老邁，她就到
別人田裡去拾取遺落的麥
穗，奇妙地神就為她預備
機會，帶領她去到了波阿
斯的田地。婆婆知道後就
給她出了個主意，隨後她
也聽了婆婆的建議，把握
住了機會，最終成為波阿
斯的妻子，也成為耶穌基
督家譜中提到四位婦女中
的一位。



(二) 如何面對危機？

3. 確信神必為你開路

在我們的一生中神賜給我們多少機會？讓我們好好

禱告吧，我們不禱告看見的就是人的想法與意念，

當我們禱告的時候，就能看見神的意念。讓我們來

到神面前禱告，神會指引我們，讓我們看到這個機

會。



尼希米，他是在巴比倫王亞
達薛西面前做酒政服事國王
，當他聽見耶路撒冷城牆破
損，百姓受凌辱時，他心中
非常憂傷；有一天他在服事
王的時候，面帶愁容，亞達
薛西就問他為什麼面帶愁容
，在當時王宮裡面帶愁容事
奉王，是會被殺頭的。這時
候尼希米遇到了很大的危機
。



然而神卻感動王不但沒有憤
怒並且賜下了機會。聖經上
說：「王問我說：你要求什
麼？於是我默禱天上的神。
」當尼希米在這樣的關口時
，他就在心中默默地向神禱
告。就在禱告中神賜給他智
慧，他對王說：「我要回去
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城牆。
」



王不但許可了他回耶路撒冷
，並且賜給他召書，差派軍
兵護送他回去，還賜給他修
築城牆與房屋使用的木料；
最後僅僅用了52天就帶領以
色列百姓把城牆建造起來。
這其中充滿了神的的恩典，
並且尼希米也抓住了神給他
的機會。



結論

在我們一生當中我們必然會遇到許多的危機，我們

不要逃避與埋怨，因為危機可以使我們得到益處

：

1. 危機使我們認識自己的軟弱。

2. 危機能夠使我們全心倚靠神。

3. 危機可以使我門發覺自己的潛能。



結論

我們應如何面對危機呢？

1. 尋求神的智慧。

2. 順從聖靈的引導。

3. 確定神必為我們開路。

不要埋怨危機，危機永遠是你能經歷神的機會。聖經中

很多人物都是抓住當時的機會就帶來突破。



結論

我們所信靠的神真是偉大奇妙的真神，祂是我們生命的

主宰，祂也擁有我們生命一切的答案。或許你現在正面

臨生命中的危機，在危機當中神會把積極地意念放在你

的裡面，神也會把機會放在你的眼前；在危機當中你要

確信，我們信靠的神是掌權的神，祂會使危機變成轉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