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年信息意念來自楊鍚鏘著《召命——以
生命回應神的召喚》。召命，是信仰核心
的一個基本觀念；上帝呼召全人以生命回
應祂，這就是召命。但人犯罪後思想扭曲，
未能活出上帝創造人的真我！透過每天靈
修，讓上帝的話剖開我們的心思意念，超
越舊我的局限，活出門徒當有的豐盛人生。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2月主題：糾正態度  許淑芬牧師編寫  



神凡事都能 
 

少年的官堅守了誡命想獲得永生卻仍欠缺
平安；他來到主前，主卻吩咐他不是再多
做，倒是要放下；少年人卻憂愁地走了！ 

 
人最大的問題是要靠自己把所有問題扛下？
太苦了罷？！主說：在神凡事都能。不是
叫你不做，而是叫你按祂方式去做。交託
難是因不信；相信難乃過於信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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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二月 

1 
星期五 年廿七 

在人是不能，在神卻不然，
因為神凡事都能。  

                                                  可10:27 



禱告的殿 
 

所羅門王建聖殿後的禱告，神悅納了(王上
9:3)，聖殿便成了禱告的殿。 

 
上帝要成就祂旨意卻應允垂聽你我的禱告。
以色列人卻忽略這寶貴應許，在聖殿門前
買賣得利，卻把瞎子、瘸子，真正有需要
的人擠在門外？新約(林前6:19)說明我們
的身體便是神的殿；你還為利益苦惱，不
曉得辨別輕重，把一切憂慮卸給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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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二月 

2 
星期六 年廿八 

經上記著說：  

我的殿必稱為禱告的殿。  
                                                  太21:13 



醫治的神 
 

所羅門王建殿是為神的居所，但他知道是
屈就神(代下6:18)卻顯明祂的應許與俯就。 

 
人本無法與神的聖潔相近，祂卻指引人如
何才能親近祂，目的是為了拯救、醫治，
把平安喜樂給你。你既是神的殿，你的傷
口、你身心靈的病患，已得祂治癒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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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二月 

3 
星期日 年廿九 

在殿裡有瞎子、瘸子，到耶
穌跟前；祂就治好了他們。  

                                                  太21:14 



福杯滿溢 
 

「油」象徵歡樂。詩人形容上帝是我們的
牧者，祂的供應不單是生活的豐足，還有

是生命的醒覺，人際關係的擺平。 
 

真正的福氣，不單指財物或衣食， 
還包括身心靈的豐富。祝願您新一年充滿 

從神而來的歡樂，且福杯滿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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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二月 

4 
星期一 年卅 

祢用油膏了我的頭，  

使我的福杯滿溢。  
                                                  詩23:5 



凡事興盛 
 

「凡事」指任何事；「興盛」是被動詞，
意非主動爭取的祝福。這是約翰對該猶的
祝福，祝福他盡心行善與熱心接待客旅而

得著相等的福氣。 
 

祝福是從神而來，但神也按著人所行的而
賜福。讓我們以最真摰的心彼此祝福： 

祝您凡事興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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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二月 

5 
星期二 年初一 

我願你凡事興盛，身體健壯，
正如你的靈魂興盛一樣。  
                                                       約叁2 



以馬內利 
 

主耶穌降生時，猶太人仍然受羅馬轄制；
聖經卻宣告神與人同在，超越環境與人事

際遇，因祂是神。 
 

這應許是給世人的，基督徒不合宜地祝人
發財，這不會帶給人什麼好處； 

但有神同在比一切更好。祝以馬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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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二月 

6 
星期三 年初二 

以馬內利！翻出來  

就是「神與我們同在」。  
                                                  太1:23 



主恩常在 
 

「主耶穌基督的恩」是指祂為世人在十架
上成就的救恩，且使我們成為新造的人。 

 
別把祝福語成為「口頭禪」。舌頭既有權
柄(雅3:6)，要運用言語，讓神藉我們把 
祝福臨到你所愛的人。祝主恩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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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二月 

7 
星期四 年初三 

願我主耶穌基督的恩  

常在你們心裡！  
                                                  加6:18 



奉主名祝福 
 

上帝吩咐祭司有重要的使命， 
就是要藉他們的祝福賜福給以色列人。 

 
新約既說明基督徒是祭司(彼前2:9)，因此，
基督徒在世的日子有重大使命，要祝福，
因祂要賜福給凡屬祂的人。誰是屬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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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二月 

8 
星期五 年初四 

他們(祭司)要如此奉我的名，
為以色列人祝福；  

我也要賜福給他們。  
                                                     民6:27 



只要祝福 
 

上文論到基督徒是獻給神的活祭，當凡事
察驗作祂喜悅的事；因此，我們即或不曉
得為何要受逼迫，卻明確知道當如何回應。 

 
當你認定自己有祭司職份，其責任就是成
為神人間的中保，為人祝福與代求；即或
面對順逆，也無阻你執行職務。同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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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二月 

9 
星期六 年初五 

逼迫你們的，要給他們祝福；
只要祝福，不可咒詛。  

                                                  羅12:14 



承受福氣 
 

上文論基督徒重生後當除去罪並成為神聖
潔的祭司；但在人生旅途上會遇上不同的
人，是距離遠的外邦人，或主人僕人，甚
或近距離的妻子丈夫，遇有衝突，該如何

面對才不致失去福氣？ 
 

祝福，是解開人際衝突且承受神祝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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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二月 

10 
星期日 年初六 

不以惡報惡，以辱罵還辱罵，
倒要祝福；因你們為此蒙召，

好叫你們承受福氣。  
                                                  彼前3:9 



見證福音 
 

主耶穌為何不讓這位曾被群鬼所附的人跟
隨著？他有更重要的任務；因主耶穌暫時
未能再進入此地，而他卻可自由傳揚。 

 
你的職場、你的家，是你自由進出之地，
上帝能藉你的見證祝福他們。你願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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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二月 

11 
星期一 年初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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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 
 

格拉森人見證鬼附者得到幸福，卻因為 
二千頭豬自闖山崖的虧本；他們顯然揀選
了要守護財產而不是人的寶貴性命。 

 
糾正人的價值信念，尤其要糾正人放下自
身利益去為別人謀幸福更是困難；試想像
向滿天神佛的國家或貪污腐敗的地方傳福
音很不容易；耶穌卻用了簡單卻最有效的
方法，讓生命默默說話令人心慢慢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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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二月 

12 
星期二 年初八 

眾人就央求耶穌  

離開他們的境界。  
                                                  可5:16 



改變 
 

低加波利，就是曾被群鬼所附者的居住地。
縱然那地的人拒絕了耶穌，耶穌卻沒有放
棄他們，藉著那人開通了祂自由進出之門。 

 
要改變，先付出忍耐； 

只要你願意先改變，改變，便變得有可能。 
別灰心！別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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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二月 

13 
星期三 年初九 

耶穌又離了推羅的境界，  

經過西頓，就從低加波利  

境內來到加利利海。  
                                                  可7:31 



抱怨 
 

這位主人責備僕人是「又惡又懶」；惡在
那裡？就是先罵主人「忍心」即嚴厲、冷
酷；他抱怨、輕視主人，卻沒盡責任。 

 
這僕人最大的問題是以自己觀點量度主人，
讓失望、批評、抱怨佔據內心，以致他沒
做該的事。他的人生何等可悲！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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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二月 

14 
星期四 年初十 

你這又惡又懶的僕人，  

你既知道…就當…  
                                                太25:26-27 



快樂 
 

「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以滿足主人目標
為目標，過程中經歷成功，結果是快樂。 

 
每個人定義人生甚麼是最大的快樂都不同，
使徒保羅告訴我們他的快樂是因為見證 
弟兄姊妹同心且靠主站立得穩。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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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二月 

15 
星期五 

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
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可以
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  

太25:21 



發熱心 
 

為何上帝兩次發問，且兩次得相同答案？ 
 

上帝沒有跟以利亞糾纏於情緒裡，只幫助
他既確認是為神發熱心，便勇敢接受差遣！
無論前路有多難，有神同在便一定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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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二月 

16 
星期六 

我為耶和華萬軍之神大發熱
心；因為以色列人背棄了祢
的…毀壞了祢的…用刀殺了
祢的…，只剩下我一個人…。  

                                                  王上19:10 



神在哪兒？ 
 

以利亞經歷壓力爆煲後，圍繞他的是孤單
自憐感，上帝帶領他進入與神關係新境界。 

 
神在哪兒？就在你心裡，那個微小聲音，
不憑感覺，只憑真理、信心、信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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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二月 

17 
星期日 

…在他(以利亞)面前有烈風大
作，…耶和華卻不在風中；風
後…耶和華卻不在其中；地震

後…耶和華也不在火中… 
                                              王上19:11-12 



竟然 
 

耶穌竟然到罪人家？眾人如此驚訝， 
因他們尊重耶穌卻完全不明白耶穌是誰。 

 
誰不是罪人？ 

當內心要批評別人之時請再想想， 
我們是怎樣得著救恩，那該怎樣對待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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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二月 

18 
星期一 

眾人看見，都私下議論說：
祂竟到罪人家裡去住宿！  
                                                  路19:7 



接納 
 

上帝要拯救誰？自以為好或看為好的人，
還要拯救麼？為何謙卑的人才得到拯救？ 

 
不要因為人的惡而放棄傳福音；主耶穌對
罪人的愛是先無條件的接納。接納有別於
縱容或認同，接納是讓對方感到你的溫柔、
尊重，才反省且選擇該如何待你；無論對
方反應如何，也不改你接納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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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二月 

19 
星期二 元宵 

人子來，為要尋找，  

拯救失喪的人。  
                                                  路19:10 



順服 
 

掃羅王因為怕百姓，以致選擇輕看上帝的
吩咐，結局就是上帝要廢立他作王。 

 
掃羅到底怕甚麼？怕被反對、被嘲笑、被
撇棄…？但越怕人就會越輕看神，結局受
神審判也得不著人的尊重！這是否更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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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二月 

20 
星期三 

聽命勝於獻祭，  

順從勝於公羊的脂油。  
                                                  撒上15:22 



神看人 
 

撒母耳回應上帝召命往伯利恆膏立大衛；
過程中他的自然反應正是上帝要糾正的。 

 
上帝沒有否認撒母耳當有的分析力，卻要
糾正他分析背後那「人之常情」卻不合神
心意的標準。我們的標準若無經歷上帝的
糾正，與未認識神的人到底有何分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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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二月 

21 
星期四 

因為耶和華不像人看人，人
是看外貌，耶和華是看內心。  
                                                       撒上6:7 



問題 
 

本節是人生問題，還是信仰問題呢？答案
若是前者，作者給自己享福，為自己動大
工程，積蓄財寶等，結論仍是「虛空」。 

 
探討人生問題最愁苦之處是沒有甚麼驚天
的結局；離不開吃喝玩樂，這就是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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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二月 

22 
星期五 

人一切的勞碌，就是他在日光
之下的勞碌，有甚麼益處呢？ 

                                                         傳1:3 



人生最強 
 

傳道者體會人生最強莫強如吃喝， 
享受勞碌中的福份。 

 
為何「今朝有酒今朝醉」那麼深入人心？
還有「辛苦搵來自在食」、「為兩餐」等
口頭語那麼順口？是因為無論甚麼時代的
人要找人生意義，沒有比這些更重大了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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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星期六 

人莫強如吃喝，且在勞碌中享
福，我看這也是出於神的手。 

                                                  傳2:24 



永生 
 

這節是作者的伏筆，先放在讀者心裡； 
人若只追尋解答人生問題，答案只有「虛
空」；若追尋解答信仰問題，便找得平安。 

 
人生最強是享受勞碌所得；但人的困擾原
來不是明不明白人生，乃是明不明白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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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二月 

24 
星期日 

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
好，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
裡。然而神從始至終的作為，

人不能參透。  
                                                  傳3:11 



日光之下 
 

作者誠實地看見在日光之下無論號稱審判
或公義之處同樣有奸惡；即或他心裡相信
也期待神審判，那又如何，人生仍要面對！ 

 
這是很多人對人生的不滿而歸咎於神？ 

這歸咎，你認為合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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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星期一 

我又見日光之下，在審判之
處有奸惡，在公義之處也有
奸惡。我心裡說：神必審判

義人和惡人…。  
                                                  傳3:16-17 



虛空的事 
 

作者誠實面對人生，怎去理解行義的人所
受的苦正是行惡者所加諸的；而行惡者的

結局卻是本該義人所享的。 
 

尋道者的痛苦是在「日光之下」找答案！
傳道者轉了方向，要從信仰路上尋出路。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2月主題：糾正態度  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9               二月 

26 
星期二 

世上有一件虛空的事，就是義
人所遭遇的，反照惡人所行的；
又有惡人所遭遇的，反照義人
所行的。我說，這也是虛空。 
                                                        傳8:14 



當作的事 
 

作者尋得人生當有的指引，不是大義凜然
地鼓勵行甚麼公義、正直，而是享受你所

得的、作你所當作的。 
 

可能有人反問，人不是要力求行公義爭取
公平麼？但想深一層，若人人都做當做的
事，那有不公與不平的事呢？由你做起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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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星期三 

在你一生虛空的年日…當同你
所愛的妻，快活度日…。凡你
手所當作的事，要盡力去作…。 
                                                      傳9:9-10 



當盡的本分 
 

人當盡的本分是甚麼？ 
對神，要敬畏；對人，要尊重。 

 
誡命的存在全是為人的好處、為保護人、
為人與人之間彼此和睦共處而設立的； 
凡遵守誡命者必定是個公平又公義的人。

同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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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這些事都已聽見了，總意就
是：敬畏神，謹守祂的誡命，

這是人所當盡的本分。  
                                                  傳12: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