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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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主題：心存愛心  許淑芬牧師編寫  



「穿上」愛 
 

「全德」意「完全、長大成熟」； 
「存」意「穿」。保羅指出除了 

「穿上新人」外，還要「穿上愛」。 
愛，是信徒成熟且連繫著各種美德之鑰匙。 

 
一般人真難以棄絕謊言或懂得饒恕？ 

靠著神的愛而「穿上」愛，一切變得可能！ 

在這一切之外，要存著愛心；
愛心就是聯絡全德的。  

                                                          西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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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新命令 
 

「新命令」可譯是「奇特的、出眾的」；
這必須是效法耶穌才有能力實踐的。 

 
耶穌怎樣愛你？在你還是罪人之時，祂已
愛你，為你預備救恩；這樣，在你心裡難
以接受的人，該效法耶穌怎樣待他？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
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
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  

                                                     約1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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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愛 
 

相愛是不可能單方面；主耶穌命令門徒遵
從此命令，目的是讓人證實這真是主門徒！ 

 
基督的信仰是理性且現實的；是可以看見
並親身經歷到的。你願否活出愛，以致人

遇見你而認識主？就從你開始！ 

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  

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  

是我的門徒了。  
                                                   約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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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福音的權柄 
 

基督以捨身換取了天上地下的權柄， 
目的讓門徒充滿信心領受權柄傳好消息。 

 
銷售業強調推介給人好消息？但真正帶給
人永恆的好消息，是基督的福音。門徒既
擁有傳這好消息的權柄，你還猶疑甚麼？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  

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  

都賜給我了。  
                                                   太2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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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命 
 

主耶穌差遣門徒且賜予門徒大使的身份與
傳揚的使命。這是門徒在世的榮耀職事。 

 
萬民，包括你所愛的家人、 

較疏遠的親友、並肩工作的同事、老友…； 
你還欠了誰，仍未盡好本份， 

向他們傳好消息呢？ 

所以你們要去，  

使萬民作我的門徒…。  
                                                   太2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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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使命 
 

何謂大使命？即「施洗、教訓、遵守」。 
 

「接受水禮」即謙卑認罪悔改，是基督徒
入門的第一步；「領受教訓」並「樂意遵
守」聖經的教導是成長基督徒的表現。 

你已是個成長的基督徒嗎？ 

…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
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
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
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太28: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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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之路 
 

「自由」可譯「釋放」； 
「真理」指「真誠、可靠、正直」。 

 
彎曲的路、說謊的路、憤世嫉俗的路奪去
人的平安；別以「識時務」為榮，要以 
認識真理，靠主有能力持守真理為榮， 

因這是自由之路。 

你們必曉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  
                                                       約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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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自由 
 

「奴僕的軛」是指律法。 
 

保羅不是叫人不守律法，乃指出別以守律
法為榮；因無人能全守律法，沒有榮耀可
言。按律法標準，我們都要受罪的懲罰，
如今卻因基督的愛得到真自由；因此， 
我們待人也當以基督的愛為準繩。 

基督釋放了我們，叫我們得
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穩，
不要再被奴僕的軛挾制。  
                                                      加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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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服事 
 

在基督裡的自由不是放縱的自由， 
而是擁有愛的自由。 

 
上帝的智慧實在超乎人所想像，祂藉基督
的犧牲帶給你我自由；假若人人都曉得此

原則，便能享有真愛與自由了！ 

你們蒙召，是要得自由；  

只是不可將你們的自由當作
放縱情慾的機會；總要用  

愛心互相服事。  
                                                      加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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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造就人 
 

保羅沒有貶低知識的價值， 
乃提醒人別恃著知識來自以為是。 

 
人與人和平共處，不可能靠那大條道理的
知識，而是謙卑放下高人一等的心態； 
有知識的人能幫助自己面對困難， 

惟有愛心才使人得益處。 

論到祭偶像之物，我們曉得我
們都有知識；但知識是叫人自
高自大，惟有愛心能造就人。 

                                                   林前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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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愛心 
 

保羅總結全書，基督徒作事的重要原則，
就是「憑愛心」作每件事。 

 
「憑愛心」與中國人的「憑良心」作事有
重要分別，後者的心只在乎自己的觀點，
前者則指有基督的愛作基礎的愛心。 

凡你們所作的，  

都要憑愛心而作。  
                                                   林前1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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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基督同活 
 

基督的愛是把本來「死了」的人改變，在
祂裡面得豐盛生命且持續地活在祂大愛裡。 

 
活，與死相對；死的生命是陷在罪中，活
的生命是有能力行善。你願與基督同活嗎？ 

然而神既有豐盛的憐憫；因  

祂愛我們的大愛，當我們  

死在過犯中的時候，便叫  

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  
                                                   弗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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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基督同在天上 
 

基督徒得救之後，不但能與基督同活， 
在地上有能力行善，也能「坐在天上」，
指與神關係復和，在地如在天的生活狀態。 

 
很多人誤解了基督信仰是待死後的事？不！

這就是「信耶穌」就「得永生」， 
即與神有永恆關係的意思呢！ 

祂又叫我們與基督耶穌一同
復活，一同坐在天上。  

                                                       弗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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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明神的恩慈 
 

上帝賜的新生命，為要我們活於人前，給
「後來的世代看」指現時你所遇見的人。 

 
基督徒是自由的，在基督裡順著基督而活，
生命的見證自然產生。做基督徒辛苦麼？
最苦的，還不是因不肯順服以致難以享受
在基督裡的自由、平安與喜樂麼？！ 

要將祂極豐富的恩典，就是祂
在基督耶穌裡向我們所施的恩
慈，顯明給後來的世代看。 
                                                         弗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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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愛？ 
 

大利拉與參孫討論愛，真正的愛要有同心。 
 

大利拉明白愛卻是利用愛來達到她的目的！
謹記，我們知道愛還不夠，務要追求在基
督裡的愛；若不，就如大利拉，滿腦子都
是自私的滿足，如何能享得愛的自由呢？ 

大利拉對參孫說：你既不與
我同心，怎麼說你愛我呢？
你這三次欺哄我，沒有告訴
我，你因何有這麼大力氣？  

                                                   士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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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愛？ 
 

「忍耐」是與恆久配合，不被時間所限；
「恩慈」，意把最艱難的留給自己，讓對
方輕省。真愛是要等待、要體諒、要成全。 

 
愛，要實際地問行動在那裡？愛一個人，
連靜聽對方聲音也不會，連小脾氣也控制
不了，連覺察對方需要也欠奉，怎叫愛？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  
                                                   林前13: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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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三不做 
 

愛，是不會嫉妒別人所擁有， 
不會自我吹噓，也不力圖賺取虛榮。 

 
真正的愛是容讓別人比自己優秀，也不需
要刻意強調自己的優勢；愛是懂得欣賞別
人，提升別人，給予別人真誠的肯定。 

愛是不嫉妒、不自誇、  

不張狂。  
                                              林前13:4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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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三持守 
 

愛要持守於做光明磊落的事、 
不佔別人便宜、好好管理自己的情緒。 

 
懂得愛的人，不可能是弱者，倒是個 
高能力自我管理的人；在沒有人監察時 
仍光明正大，不被貪婪的心轄制， 
也不會在不如意之時氣餒或生氣。 
你也擁有高度的自我管理能力嗎？ 

愛是…不作害羞的事，不求
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  
                                                   林前13:5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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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三道德操守 
 

「計算人的惡」意思不純爭取個人利益；
「不喜歡不義」意有道德勇氣說不； 

且愛慕並持守真理。 
 

愛與真理是不能分割的。有人把道德勇氣
押於「群眾壓力」或「個人前途」上；心
存愛的人，是有能力維護並執行真理的。 

愛是…不計算人的惡，  

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  
                                            林前13:5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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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總結 
 

「包容」原文「屋頂」，指像屋頂般能遮
蓋；「相信、盼望、忍耐」表達擁有愛的
人不憑主觀感覺，乃以積極樂觀的態度處

理問題，勇敢沉著面對困難。 
 

愛，足能面對生命的苦難。現實中常遇上
不如意的事，拒絕、忿怒、痛罵都無助於
問題解決；惟有愛，助人助己沉著應對。 

愛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
凡是盼望、凡事忍耐。  

                                                   林前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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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理卻不是愛 
 

「萬人方言、天使的話語」都是動聽、有
理、字字珠璣、針針見血，卻不能影響人。 

 
自始祖吃了分辨善惡果樹後，有道理卻逃
避神，即逃避承擔責任、推卸責任。因此，
別把對與錯的道理掛在嘴邊，把真愛拿出
來，愛是恆久忍耐…才能打動人、改變人。 

我若能說萬人的方言，並天
使的話語，卻沒有愛，我就
成了鳴的鑼，響的鈸一般。  
                                                   林前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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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能力卻欠缺愛 
 

保羅指出做事有幹勁、有能力、 
有先知先覺、有足夠信心，算不得甚麼？ 

 
一般人都不存有興趣於沒關係自身的事，
惟有所做的一切是因為愛，那怕能力不高，

力有不逮，卻能感動人、改變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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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若有先知講道之能，也明白
各樣的奧祕，各樣的知識；而
且有全備的信，叫我能夠移山，
卻沒有愛，我就算不得甚麼。  

                                                   林前13:2 



有好行為卻沒有愛 
 

保羅指出有高尚的道德行為，甚至 
犧牲自己，但欠缺愛，仍然是與人無益？ 

 
人不可能全然知道別人作事的動機， 

卻能用心感應，用「腳」見證；以生命感
動人的總有吸引人的魅力。基督徒當常 
捫心自問所作的，對他人有何益處？ 

我若將所有的賙濟窮人，又
捨己身叫人焚燒，卻沒有愛，

仍然與我無益。  
                                                   林前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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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愛 
 

神的愛是顯於人還是罪人之時，已差遣耶
穌基督道成肉身，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很多人都認識耶穌是很好、夠偉大。 

但為何仍拒絕祂？其中是因怕耶穌來擾亂
他們罪中之樂的生活？！不是嗎？ 

神差祂獨生子到世間來，使
我們藉著祂得生，神愛我們
的心，在此就顯明了。  

                                                   約壹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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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耀歸神平安歸人 
 

上帝藉耶穌基督完成救恩，榮耀歸祂； 
這份榮耀是從人與神復和後復原。 

 
人犯罪本虧缺了上帝的榮耀，令人無法在
人身上看見上帝；但凡接受耶穌為救主的，
便得著救贖、與神復和，在他身上再次見
證上帝的榮耀。神願意藉你彰顯祂的榮耀，

你願意嗎？ 

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神！在
地上平安歸與祂所喜悅的人！  

                                                       路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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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裡沒有懼怕 
 

使徒約翰提醒信徒上帝既是先愛我們， 
那我們就是住在祂的愛裡，充滿祂的愛。 

 
基督徒若住在神裡面，內心怎能再存著恨？
心存嫉恨的，也難以享受與神同在的喜樂。
如何除去恨？讓神的愛與寬恕充滿你罷！ 

愛裡沒有懼怕；愛既完全，
就把懼怕除去；因為懼怕裡
含著刑罰；懼怕的人在愛裡

未得完全。  
                                                   約壹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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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愛因為神先愛 
 

信徒自由地住在神的愛裡，必要認識這定
律，不是我們竭力地愛神，乃是神的愛先

闖進我們生命，改變我們。 
 

我們若認定這定律，要改變別人，必須先
愛他們，不要再用教訓或道理糾正別人，
乃用你無條件的愛，感動他們改變，正如

上帝無條件地愛你，改變你一樣。 

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  
                                                   約壹4:19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12月主題：心存愛心  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8             十二月 

27 
星期四 



愛神與愛人 
 

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就是愛；先被神所愛，
然後有能力去愛別人，甚至愛那不可愛的。 

 
為何現實中的有些基督徒心存有恨呢？我
們從果子要辨別出那些人的心根本不可能

愛神，他所愛的，仍離不開自己！ 

人若說：我愛神，卻恨他的
弟兄，就是說謊話的；不愛
他所看見的弟兄，就不能愛

沒有看見的神。  
                                                   約壹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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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命令 
 

本節是使徒約翰提醒信徒彼此相交的總結。 
 

操練過以神的愛去愛別人的，生命必具有
影響力；沒有操練過的生命，不單欠缺吸
引力，且令人厭煩，更枉論要人在你生命
中見證神的榮耀！過榮耀上帝的生活， 
從領受神的愛與命令出發，效法祂的愛，

去愛祂在你身旁所「擺放」的人！ 

愛神的，也當愛弟兄；  

這是我們從神所受的命令。  
                                                   約壹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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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愛的誡命 
 

為何使徒約翰說神的誡命不難守呢？ 
 

耶穌給我們「新命令」與舊約的舊命令相
對；後者令猶太人花盡腦汁設計了六百多
命令給人遵守，多令人厭煩！耶穌的新命
令只有一個準繩，若所作的是因為愛神愛
人，就放膽去作罷，愛的命令多自由啊！ 

我們遵守神的誡命，這就是
愛祂了，並且祂的誡命  

不是難守的。  
                                                   約壹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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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與得勝 
 

基督徒遵從神的命令是因為信心，並產生
愛神愛人的能力，確保一生過得勝的生活。 

 
很多人看人生是否成功，以賺了多少擁有
多少來衡量！但這真的反映成功嗎？不！
有能力去愛，才是人最後且最高的成就！ 

因為凡從神生的，就勝過世
界；使我們勝了世界的，  

就是我們的信心。  
                                                   約壹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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