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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患難中有平安 
撒母耳記上 1 Samuel 30:1-6 

 

→ 故事背景：不是大衛自己找來的麻煩 

大衛逃難有 18 個月，投奔敵營，敵我不分，至終仍要和非利士人作戰，大衛可能不知道，

他死不了，因為有上帝的使命在他身上；但這 18個月的歷練也造就了他對上帝更多的認識。 

→ 人生要更美好，以為安舒就可以，但人生雖會預料到，期待不好的事發生呢？我以為更美好

的人生就是在危難中找到平安，安然渡過，而且經歷到上帝的恩典。 

→ 撒母耳記上 1 Samuel 30:6「大衛甚是焦急，因眾人為自己的兒女苦惱，說：要用石頭打死他。大衛

卻倚靠耶和華─他的神，心裡堅固。」 

"Davis strengthened himself in Yahweh his God..." 

→ 大衛如何做到的呢？我個人如果遭遇類似的危難時，我會先禱告，默想上帝的話，唱詩歌，

相信上帝會把更美好的事給我，默想上帝的作為。 

→ 大衛經歷這一切後他的經歷透過詩篇，神學家告訴我們  

1) God's man is indestructible until he or she finishes the Work God called him or her to do. 屬神的人

直到完成上帝呼召他的事工前，是打不倒的。 

2) God's purpose will not be thwarted by anything. 任何事，物，人無法阻擋上帝的目的。 

=> 從新約雅各書有教導在危難中如何有平安。認知與態度，如何回應雅各書有教導。 

雅各書 James 1:2-4「2我的弟兄們，你們落在百般試煉中，都要以為大喜樂；3因為知道你們的信心

經過試驗，就生忍耐。4但忍耐也當成功，使你們成全、完備，毫無缺欠。」 

"When all kinds of trouble crowd into your lives, don't resent them as intruders, but welcome them as 

friends. Realize they come to test your faith, and to produce in you the quality of endurance. But let the 

process go until that endurance is fully developed and you will become a person of mature character and 

integrity with no weak spots." 

 

 認知 realize了解很重要 

1) 知道人生免不了這些（inevitable） 

→ 雅各書 James 1:2「我的弟兄們，你們落在百般試煉中，都要以為大喜樂；」"when" 當 

2) 危難有“百般”的形態 "all kinds" 各色各樣 

3) 無法預期：“落在”"crowd into life as intruder" 

4) 有目的 1:3“生”to produce 

 

 上帝用那些事 

1) 試驗我的信心（test my faith）1:3 

有些我以為不好的事可以為我帶來上帝更好的事。 

我得要有信心相信上帝，總有一些好事因此產生。 

2) 培養我的耐力 develope my endurance, perseverance，能撐得住，挺得住，在壓力下仍能堅守

岡位。事情不如想像順利，不要放棄，不要停下，繼續一步一步往前走。 

3) 使我性格更成熟（mature my character）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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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應有的正確回應 

1) 感恩懷喜樂的心。1:2 

knowing God can use it. 別人想害你，但主會使你得好處，創世記 Genesis 50:20，不是假裝

沒事，不要故作清高自以為是殉道者，自以為屬靈。我們能平靜，喜悅，因我們知道上

帝看見一切，上帝眷顧我，祂會預備一切，領我平安渡過，美好的事正要成就！ 

羅馬書 Ro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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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會賜下力量，給夠用的恩典 

→ Joy is a choice, it does not based on circumstance but based on what we know. 

詩篇 Psalms 34:1「（大衛在亞比米勒面前裝瘋，被他趕出去，就作這詩。）我要時時稱頌耶和華；讚美他

的話必常在我口中。」"I will bless the Lord at all time..." 唱詩歌頌主。 

2) 禱告求智慧如何面對 

雅各書 James 1:5「你們中間若有缺少智慧的，應當求那厚賜與眾人、也不斥責人的神，主就必

賜給他。」 

"If in the process any of you does not know how to meet any particular problem you only have to ask 

God who gives wisdom generously to any who ask without making them feel guilty and you may be 

sure that the necessary wisdom will be given to your. 

3) 投靠主 rely on God 確信上帝的應許 

雅各書 James 1:6「只要憑著信心求，一點不疑惑；因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風吹

動翻騰。」 

"But when you ask God, you must sincerely believe and expect Him to answer without doubting Him." 

詩篇 Psalm s 116:6-8「6耶和華保護愚人；我落到卑微的地步，他救了我。7我的心哪！你要仍歸

安樂，因為耶和華用厚恩待你。8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淚，救我的腳免

了跌倒。」 

→ 雅各書 James 1:2“百般”"all kind" "Many kinds" 和彼得前書 1 Peter 4:10 各樣的恩惠 

"many kind of grace“百般的恩賜”用的是同樣的字；在各樣的試驗中神都有不一樣的恩

（grace）給你。 

→ 危難自己不會自動地在你人生中產生好的事物；有人變得更苦毒（bitter）而不是更蒙福

（better）；關鍵在你的信心。你確信；上帝絕不會叫你失望的。 

4) 不要放棄 never give up 

雅各書 James1:12「忍受試探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經過試驗以後，必得生命的冠冕，這是主應

許給那些愛他之人的。」 

"Happy are those who remain faithful under trials, because when they succeed in passing such a test, 

they will receive as their reward the life which God has promised to those who love Him." 

豐富美滿更美滿的人生滿有上帝恩典同在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