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年主題的意念是來自《耶穌會怎麼
做？》（W h a t  w o u l d  J e s u s  D o  t o d a y？
B y  B r i a n  K .  S h i p m a n  徐白瑞；黃耀禮
及傅湘雯譯）一書。透過每月主題，反
思假若主耶穌在旁，祂會怎麼做，鼓勵
跟隨者跟隨主腳蹤。本靈修默想適合繁
忙的城巿人，在每天早 1 1上先安靜十分
鐘，領受及默想上帝聖言，靠主過得力
生活。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10月主題：把握機會  許淑芬牧師編寫  



和平的福音 
 

以弗所書論到教會是基督的身體，藉著基
督，拆毀了猶太人與外邦人彼此間的圍牆，

得以合一。 
 

上帝對人類的尊重顯於人所擁有的自由意
志。而祂的心意是藉著基督的死，幫助人
校正焦點，為了傳主福音，克服並接納人
與人之間的不同，在合一關係中榮耀上帝。 

並且來傳和平的福音給你們遠
處的人，也給你們近處的人。 
                                                          弗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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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救的福音 
 

聖靈內住信徒心裡，照明人心裡的黑暗，
並使我們真認識神。 

 
我們若真認識神，定會知道祂心意不是要
我們分門別類，更不要信徒彼此分裂，而
是藉聖靈的幫助，以合一的見證榮耀祂！ 

你們既聽見真理的道，就是
那叫你們得救的福音；也信
了基督，既然信祂，就受了
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  

                                                          弗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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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福音給貧窮的人 
 

「貧窮人」指心靈貧乏的人；唯有自覺今
生空虛羨慕永恆的人才會與永恆的神相遇。 

 
路加引自先知以賽亞的信息，更深體會，
傳美好信息卻無人感到需要的無奈！ 
但傳福音者不要灰心，只管去傳， 

那心靈貧乏的人有福了！ 

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祂用膏
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 
                                                          路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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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天國的福音 
 

主耶穌跑遍各城各鄉傳揚福音。 
 

主耶穌在世的日子短淺， 
才珍惜機會遍傳福音麼？ 

試問以永恆相比，那一個生命不是短促呢？ 
你又是否珍惜機會做最有價值的事呢？ 

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在會堂
裡教訓人，宣講天國的福音，

又醫治各樣的病症。  
                                                          太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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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信主耶穌 
 

當禁卒看見保羅及西拉竟然沒有把握機會
逃離監獄，他心生敬畏，羨慕福音，進深
認識，以致他全家就在那一晚歸信基督。 

 
生命的改變就在謙卑的人臉上彰顯，無論
別人言語行為如何，最重要的是你內心承
認接受，就在那一瞬間，生命改變了。 

當信主耶穌，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徒1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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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普天下去 
 

耶穌是唯一的道路，藉祂可免除罪債， 
與永生神相遇。這是給萬民的好消息。 

 
福音是給萬民大喜的信息，每一個人都需
要福音，你願意傳，人就有機會聽並決定
相信。因此，不要怕別人拒絕，主耶穌要
與我們同在，人必能從我們身上認識祂。 

祂又對他們說：你們往普天
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  

                                                     可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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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處宣傳福音 
 

第一世紀門徒放膽傳主福音，並以治病、 
趕鬼等能力見證祂的同在。 

 
為何要治病、趕鬼？不也是因為人的需要
麼？上帝願意藉你我對別人的關愛而彰顯
祂的能力、見證祂的同在。傳福音者是最
蒙福的，更深的認識神且經歷祂是活的。 

門徒出去，到處宣傳福音，
主和他們同工，用神蹟隨著，

證實所傳的道。阿們！  
                                                        可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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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給兄弟 
 

安得烈從施洗約翰的見證認識了耶穌， 
他第一個要告訴的人是他的親兄弟彼得。 

 
認識福音是叫人興奮的事，縱然未必立時
說服人接受福音，卻可以引領人親自認識。
你得著如此福氣，有與最愛的人分享嗎？ 

他(安得烈)先找著自己的哥
哥西門，對他說：我們遇見

彌賽亞了。  
                                                       約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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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給朋友 
 

耶穌尋找並呼召腓力，他立刻與老友拿但
業(巴多羅買)分享，並一同成為主的門徒。 

 
為何第一世紀的門徒超容易地帶領家人與
老友跟從耶穌呢？以真誠的態度經歷信耶
穌是多麼美好，怎會卻步不肯傳主福音呢？ 

腓力找著拿但業，對他說：摩
西在律法上所寫的和眾先知所
記的那一位，我們遇見了，就
是約瑟的兒子拿撒勒人耶穌。 

                                                     約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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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給街坊 
 

撒瑪利亞婦人遇見耶穌後，視其他的事都
為小事，傳耶穌的奇妙才是最重要。 

 
人生甚麼事是最重要的，或次要的？ 
若分辨清楚，那會再花不必要的時間去 

嘮叨或生氣呢？ 

你們來看！有一個人將我素
來所行的一切事，都給說出
來了，莫非這就基督嗎？  
                                                     約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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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身經歷神 
 

撒瑪利亞婦人傳福音給鄉親父老後，他們
也遇見耶穌，親自認識耶穌真是救世主。 

 
人的認信至少三步：聽見、相信、求告。
懂得直接祈求，與神才有直接關係。 

你的信仰是親身經歷嗎？ 

現在我們信，不是因為你的
話，是我們親自聽見了，  

知道這真是救世主。  
                                                   約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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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你見證神的信實 
 

聖經並非雜亂無章，是從一開始已命定，
並按著時候日期逐步顯明上帝的心意。 

 
我們所領受的祝福與亞伯拉罕無異。要成
為大國(子孫多)、有大名(好名聲)、得大
福(祝福萬人)。你的生命見證著這三大麼？ 

並且聖經既然預先看明，神
要叫外邦人因信稱義，就早
已傳福音給亞伯拉罕，說：

萬國都必因你得福。  
                                                          加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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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你見證神同在 
 

亞伯拉罕是個觸目的流浪者。當亞比米勒
(非利士王的名稱)與非各(是官銜)細心觀
察，不得不嘖嘖稱奇，確認若沒有神同在

不可能活得這樣。 
 

信仰，不可能抽離於人群，有人目睹， 
有人傳舌。基督徒當勇敢見證信仰如何活

於你生命中，叫人將榮耀歸神。 

當那時候，亞比米勒同他軍
長非各，對亞伯拉罕說：凡
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  
                                                          創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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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你畏懼神 
 

亞比米勒與非各是第二代的目擊者， 
確認他們兩父子真有神同在。 

 
人如何確認有神與你同在呢？當他們心懷
惡計，無論你知道或不知，卻無法害你，
他們怎不畏懼呢？有上帝撐你，還有何懼？ 

他們(亞比米勒與非各)說：
我們明明地看見耶和華與你
(以撒)同在。便說：不如我
們兩下彼此起誓，彼此立約。  
                                                        創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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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你見證神的福 
 

雅各人生坎坷，被兄長追殺，被岳父欺壓，
卻阻不了上帝對他的祝福，人仍要來就他。 

 
誰不怕被欺壓呢？但請切記，若上帝不容
許，怎會如此？若上帝容許，怎不順服？ 

拉班對他(雅各)說：我若在
你眼前蒙恩，請你仍與我同
住，因為我已算定，耶和華
賜福與我是為你的緣故。  

                                                        創3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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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你敬畏神 
 

上帝是信實的！迦南人等了400年，以色列
人終於排除萬難來到了，怎不心生敬畏？ 

 
活出有神的生命，不用花巧、不用煽情，
祂在你身上的作為，全人都是見證！ 

對他們(兩個探子)說：  

我知道耶和華已經把這地賜
給你們，並且因你們的緣故

我們都驚慌了。  
                                                          書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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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福音扎心 
 

上帝話語就是能力，刺入剖開人的心思意
念；不是傳福音者的力量，是聖靈的工作。 

 
人如何看見神的同在？不是傳福音方式的
新穎或是人說話的動聽，而是人親身與神
相遇，向他說話。因此傳福音者只管作該

作的，上帝作祂要作的。 

眾人聽見這話，覺得扎心，
就對彼得和其餘的使徒說：
弟兄們！我們當怎樣行？  
                                                      徒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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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見證認識神 
 

格拉森人經歷耶穌的釋放，很渴望跟著耶
穌，主卻吩咐他帶著耶穌為他所作的，站
在鄉親面前，以生命見證耶穌就是神。 

 
格拉森人以為跟著耶穌便是愛耶穌；真正
愛耶穌的要愛耶穌所愛。豈能隱藏自己所

經歷的，不為主作見證呢？ 

你回家去，到你的親屬那裡，
將主為你所作的是何等大的事，
是怎樣憐憫你，都告訴他們。 
                                                          可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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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神蹟 
 

拉撒路從死裡復活是極大的神蹟，他不用
作甚麼，只坐在一邊，也能領人認識耶穌。 

 
有人說跟親戚朋友傳福音很困難？ 

難道你生命絲亳沒有被耶穌改變的痕跡？！ 

有許多猶太人知道耶穌在那
裡，就來了，不但是為耶穌
的緣故，也是要看祂從死裡

所復活的拉撒路。  
                                                         約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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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神蹟信神 
 

很多猶太人的高官領袖怕人閒言而不敢認
信；但看見拉撒路的經歷，怎能不信呢？ 

 
很多基督徒怕自己見證不好而不敢傳福音！
難道我們仍要維護面子？我們就算再好上
百倍仍然在神面前不夠好，倒不如謙卑承
認自己不夠好，反而得到平安，重新得力。 

有好些猶太人為拉撒路的緣
故，回去信了耶穌。  

                                                        約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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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願望 
 

這是一位臭名遠播的犯人，被羅馬以酷刑
審判，臨終前遇見耶穌，心生敬畏，大膽

說出他的願望，竟獲永恆的祝福。 
 

上帝的恩典、寬容何等的大？誰說有人
「抵死」？事實所有人都死不足惜，神卻
憐愛世人，把握所有機會拯救靈魂。 

耶穌阿！祢得國降臨的時候，
求祢記念我！  

                                                          路2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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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著盼望 
 

這犯人承認自己罪有應得並要求救恩之時，
祂亳不吝嗇宣告赦免且同時得到祝福。 

 
耶穌的恩言何等寬慰，當人人都認為這犯
人死有餘辜，卻顯出祂的信實：信祂的人

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耶穌對他說：我實在告訴你，
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裡了。  
                                                      路2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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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弱變剛強 
 

彼得，本是第一個否認耶穌的人。不到半
年生命脫胎換骨，勇敢站在人前認信。 

 
信心，令一個人全然改變；小信之時，膽
怯得做個潛水或卧底基督徒。生活所面對
的正是要決定所相信的是自己還是創天造
地的神；若是後者，還有甚麼不可能呢？ 

那時，有許多人聚會，約有
一百二十名，彼得就在弟兄

中間站起來。  
                                                          徒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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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倍增 
 

第一世紀的基督徒信心倍增，因為耶穌的
復活是駁不倒的事實；更重要的是因為 

耶穌的死所存的重大意義。 
 

「扎心」是信心倍增的重要因由。 
因為感受福音與自己有關，是真實， 
是重要，扎心並離棄罪惡、尋求出路。 

於是領受他話的人就受了洗。
那一天，門徒約添了三千人。  
                                                          徒2:41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10月主題：把握機會  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7              十月 

24 
星期二 



信徒急增 
 

初世紀的信徒所聽見的道，是與他們息息
相關；是他們有份把耶穌釘十字架的！ 
那震憾內心的痛，令他們悔罪歸主。 

 
傳福音兩個目的：幫助人承認需要耶穌；
並帶領人明白何謂信耶穌。初世紀信徒傳
主福音，就是把握這些，信徒急增。 

但聽道之人，有許多信的，
男丁數目約到五千。  

                                                          徒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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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福音受逼迫 
 

初世紀信徒因為傳福音，令當時的宗教領
袖感尷尬，因為耶穌福音的內容正是反映
他們不敬畏神且沒有遵行聖經教導。 

 
福音是與罪人所愛慕的世界價值相衝突。
上帝卻藉著信徒遭逼迫去逃難的過程， 

把福音傳開了。 

從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會大
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門徒
都分散在猶太和撒瑪利亞各處。 

                                                          徒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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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同在信徒增 
 

聖經說出一貫真理，因為有主同在， 
信仰便有吸引力，信的人必定增多。 

 
信徒如何才經歷主的同在？主耶穌所言：
去使萬民作主門徒…我就常與你們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傳福音者最大福氣是越
傳越經歷神是真實的，越傳信心越堅。 

主與他們同在，  

信而歸主的人就很多了。  
                                                         徒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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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眾增熱心增 
 

初世紀信徒激增，異端也增；如何令人辨
別真偽？保羅以順服聖經行動力證所信。 

 
聖經是基督徒生活行事為人最高的權威，
無論是甚麼宗派，所信的都是聖經所指引，

共同印證這就是基督徒的生命，如 
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 

良善、信實、溫柔、節制。 

你看猶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
萬，並且都為律法熱心。  

                                                        徒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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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膽傳道 
 

使徒行傳最後一句話， 
是宣告傳福音者沒有人禁止。 

 
本節經文對基督徒很大激勵，你還不敢傳
福音？怕人拒絕、不信、挑剔…不要怕，
因主與你同在，傳福音者是沒可能被禁止

的，但你必須要放膽啊！ 

放膽傳講神國的道；  

將主耶穌基督的事教導人，
並沒有人禁止。  

                                                        徒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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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神放膽傳道 
 

初世紀信徒常遭遇極端的猶太人嫉妒，甚
至合顆攻擊他們，信徒仍持著信放膽傳道。 

 
面對逼迫是人之常情地消極消沉嗎？基督
徒卻無懼反對，因為經歷過信仰的真實，
並渴望人也能明白福音，這份熱切的心遠
勝於被冷待、被拒絕，甚至遭逼迫。 

然而還是靠我們的神放開膽
量，在大爭戰中把神的福音

傳給你們。  
                                                        帖前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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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的大能 
 

使徒保羅不以福音為恥，只有一個原因，
他渴望靈魂得救遠遠超於所面對的困難。 

 
膽怯的人必不可能喜樂地傳主福音。愛與
被愛，是人類力量之源。因為被上帝所愛
而滿得平安喜樂；因為愛，便無懼困難，

愛主所愛，作主所作。 

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
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先是猶太人，後是希利尼人。 
                                                          羅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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