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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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主題：信而順服   許淑芬牧師編寫  



當以 
 

「當以」是命令式， 
原意「將心思置於或專注於基督」。 

 
基督徒的判斷、看法、認為等，不能再以
自己為中心，若不，與未信主之時有何分
別呢？要專注於主，以基督的觀點為人生

各種抉擇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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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十一月 

1 
星期五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腓2:5 



不可結黨 
 

「結黨」原意是「為了官職不擇手段」，
本節可指因貪戀今生的事而生出的紛爭。 

 
「結黨」的便會產生「紛爭」。如何辨別
是結黨或正常社交？可從衍生的結果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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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十一月 

2 
星期六 

凡事不可結黨，  

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  
                                                       腓2:3上 



謙卑 
 

謙卑，包括思想與態度上的謙遜。 
 

謙卑的人獨具慧眼，能看見別人的優點，
與人和平共處；相反，驕傲的人往往只曉
得批評別人，看見別人缺點，找人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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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十一月 

3 
星期日 

只要存心謙卑，  

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  
                                                       腓2:3下 



顧及 
 

「顧」意「仔細、小心、注意」。 
 

顧及他人的人必定是個受歡迎的人。 
基督徒的愛並非因為個人的「大愛」， 

而是先從基督的愛中，得著充份的安全感， 
才有能力想及他人、關心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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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十一月 

4 
星期一 

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  

也要顧別人的事。  
                                                       腓2:4 



不強奪 
 

「本有」即「是」。本節經文，充分反映
三一神的合一、彼此尊重、有秩序。 

 
創造我們的神的相處態度， 

該是我們人與人之間相處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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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十一月 

5 
星期二 

祂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  
                                                             腓2:6 



虛己 
 

「虛己」即放棄自己的尊榮； 
「取了」可譯「選擇」。 

 
基督徒得救是因三一神的計劃，並聖子耶
穌的道成肉身。基督徒被差遣成為基督大
使，為要幫助人明白基督的福音。你所傳
的，確是使人得救、得新生命的福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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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十一月 

6 
星期三 

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  

成為人的樣式。  
                                                          腓2:7 



順服 
 

耶穌道成肉身，完全順服，完成了第一個
亞當未能完成的使命，成了全地的主。 

 
亞當本是全地的主，卻因背叛神，成了破
壞大地、破壞人與神、人與人關係的原兇。
基督徒既與神復和，你與大地、與人的關

係也和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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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十一月 

7 
星期四 

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  

存心順服，以至於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腓2:8 



不效法 
 

所羅門在親兄弟中至少排行第十，但得上
帝幫助，排除萬難，脫穎而出，成為一國
之君，還得神悅納，為神建殿。只是晚年
糊塗，被妃嬪所惑，使自己及百姓走差路！  

 
人生路每步都很重要，常警剔自己勿走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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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十一月 

8 
星期五 立冬 

所羅門年老的時候，他的妃
嬪誘惑他的心，去隨從別神，
不效法他父親大衛誠誠實實

的順服耶和華他的神。  
                                                       王上11:4 



恐怕 
 

北國以色列王耶羅波安鑄造金牛犢，美其
名是方便國民，實質是嫉妒以致走歪路！ 

 
認識神的人在祂愛裡享受沒有懼怕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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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十一月 

9 
星期六 

耶羅波安心裡說，恐怕這國
仍歸大衛家；這民若上耶路
撒冷去，在耶和華的殿裡獻
祭，他們的心必歸他們的主

猶大王羅波安…。  
                                           王上12:26-27 



沒有求 
 

南國猶大王亞撒，本被稱為好王，卻在晚
年與以色列國交戰而遠離神且死得孤苦。 

 
聖經沒有說明亞撒王為何遠離神，是嬲怒
神在他平靜的日子起戰爭？還是怨恨神容
許兄弟以色列人打他？無論如何結果是 
遠離神，心存憤恨離世，多麼不值啊！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11月主題：信而順服   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9              十一月 

10 
星期日 

亞撒作王三十九年，他腳上
有病，而且甚重。病的時候
沒有求耶和華，只求醫生。  
                                                  代下16:12 



結親 
 

南國猶大王約沙法敬畏神蒙神祝福，國富
民安。可惜在他興盛時與背叛神的人結親，
幾乎令南國滅亡，這是他人生最大的敗筆！ 

 
約沙法是因為國家強盛，以為可以帶領亞
哈王敬畏神？可以憑己力與北國復和？是
他太天真？還是太驕傲不明白何謂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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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十一月 

11 
星期一 

約沙法大有尊榮貲財，  

就與亞哈結親。  
                                                     代下18:1 



尋求 
 

約沙法王得悉外邦聯手攻擊猶大國時，他
沒有手忙腳亂，認清惟有神是拯救者，帶
領全國倚靠神，在敬拜隊讚美歌聲中得勝。 

 
上帝容許爭戰，是信徒接受考驗的機會，

是真信靠祂，還是只頭腦相信祂？ 
我們的神是活生生的與我們同在。 

遇有困難，別慌！要知道耶和華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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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十一月 

12 
星期二 

約沙法便懼怕，定意尋求耶
和華，在猶大全地宣告禁食。  

                                                    代下20:3 



看為正 
 

約阿施7歲登基作王40年；耶何耶大以130
高齡辭世時，約阿施已年過30，卻跟隨讒
臣拜偶像並以聖殿的金銀巴結外邦換和平！ 

 
「誰在誰不在」不能成為犯罪的藉口； 
人都要自負責任，選定人生方向，自強、
爭氣，才真正反映人的心是善是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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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十一月 

13 
星期三 

祭司耶何耶大在世的時候，
約阿施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

的事。  
                                                     代下24:2 



脫離我的手 
 

亞述王西拿基立先滅了以色列北國，準備
進攻南國前，向猶太人挑釁，目的是侮辱
希西家，使自己不費一兵一卒奪南國。 

 
敵人的攻擊手段，離不開羞辱國君、輕蔑
軍隊、吹噓實力；但最重要的得勝，在乎
百姓堅持愛國家，還是覬覦別國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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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十一月 

14 
星期四 

王(亞述王)如此說：你們不
要被希西家欺哄了，因他不

能救你們脫離我的手。  
                                                  王下18:29 



靜默不言 
 

百姓靜默不言，忍耐面對敵人的羞辱； 
因得勝不在乎言語，乃在乎實力！ 

 
難道以別人的辱罵還辱罵，會有更好的結
局麼？不！言語的確能挑啟紛爭，但忍耐

讓實力顯明，才是得勝訣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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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十一月 

15 
星期五 

百姓靜默不言，並不回答一
句；因為王曾吩咐說：  

不要回答他。  
                                                    王下18:36 



懇求神 
 

瑪拿西被形容是惡王，引誘百姓背叛神；
他卻在急難祈求，神應允他、拯救他。 

 
神慈愛待人，因祂思念人不過是塵土； 
只要人願意謙卑祈求，祂便既往不咎。 
你內心仍囤積仇恨麼？怎會有平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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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十一月 

16 
星期六 

他(瑪拿西)在急難的時候，
就懇求耶和華他的神，且在
他列祖的神面前極其自卑。  
                                                  代下33:12 



賞賜 
 

稅吏是當時的猶太人最瞧不起的，因他們
不單幫羅馬辦事，還大模廝樣地收賄款。 

 
主耶穌呼召門徒跟從祂，基本步是學習愛；
愛自己喜愛的人完全是甘心樂意；愛那 
不愛你、甚至仇恨你的人，全不簡單！ 
信仰，就是如此不簡單，卻充滿平安！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11月主題：信而順服   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9              十一月 

17 
星期日 

你們若單愛那愛你們的人，
有甚麼賞賜呢？就是稅吏  

不也是這樣行麼？  
                                                       太5:46 



愛與禱告 
 

仇敵其中一款是「逼迫」者， 
愛他們的方法是「禱告」。 

 
這是怎樣的邏輯？上帝所關心的是仇敵嗎？
不！祂關注的是敬畏祂、遵從祂的人，那
完全享受平安的狀態。經歷過如此禱告的
人必能領會，這是信仰無以倫比的福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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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十一月 

18 
星期一 

只是我告訴你們，要愛你們
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

告。  
                                                       太5:44 



施捨 
 

猶太人認為施捨、禱告、禁食，是敬虔者
的「指定動作」；耶穌重申其真正的意義，
重點不在「左手右手」，乃在你的動機。 

 
敬虔行動最重要的目的，是遵從神的命令；
而敬虔行動都是外露的，或許會得到人的
稱讚；若迷失了焦點，把「討人喜歡」 

成為目標，怎能得神稱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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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十一月 

19 
星期二 

你施捨的時候，  

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  
                                                       太6:3 



禱告 
 

文士與法利賽人是公眾人物，有責任指引
人認識聖經，他們公開的禱告必被重視。 

 
當焦點放在人身上，期望討人喜歡時， 
你會發現永遠也無法滿足「自我中心」 
的人，因他們有沒完沒了的慾望！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11月主題：信而順服   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9              十一月 

20 
星期三 

你們禱告的時候，不可像那
假冒為善的人，愛站在會堂
裡，和十字路口上禱告，  

故意叫人看見…。  
                                                       太6:5 



禁食 
 

猶太人禁食本是為專心等候神並神國來臨。 
 

專注做該做的事，無論是否得人的掌聲，
最重要的，是你認定是為神而作，所作的
才有價值。有甚麼影響你對神的專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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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十一月 

21 
星期四 

你們禁食的時候，不可像那
假冒為善的人，臉上帶著愁
容；因為他們把臉弄得難看，

故意叫人看出…。  
                                                       太6:16 



財寶 
 

主耶穌借「財寶」來讓門徒理解人「心」
的傾向；指引門徒如何自省與糾正自我。 

 
容易受迷惑的人多是立場不定、三心兩意
者。耶穌卻要門徒好好了解自己的內心，

活出言行一致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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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十一月 

22 
星期五 小雪 

因為你的財寶在那裡，  

你的心也在那裡。  
                                                       太6:21 



眼睛 
 

耶穌以「眼睛」來讓門徒容易明白不會迷
失方向的定律，是「專注」。人的心若要
討人歡心又想討神喜悅？結果是眼睛昏花，

找不到正確的路。 
 

當人的心專注於神，那管環境與人事有多
兇險，內心仍然是平靜安穩的；因為知道
神既同在，便無所畏懼，勇敢做當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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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十一月 

23 
星期六 

眼睛就是身上的燈；你的  

眼睛若瞭亮，全身就光明。  
                                                       太6:22 



憂慮 
 

上文指出憂慮包括：吃喝與妝飾。吃喝，
代表生活需要，個人的滿足、慾望等；妝
飾，代表生命需求，別人的欣賞、面子等。 

 
耶穌卻指出憂慮的來源，是由於「不信」
神的看顧，以致瘋狂地為自己賺取與妝飾，
迷失了方向！你找到了你人生的路向嗎？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11月主題：信而順服   許淑芬牧師編寫  

所以不要為明天憂慮；  

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  

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  
                                                       太6:34 

2019              十一月 

24 
星期日 



生命與身體 
 

主耶穌提醒當時的人，生命是比身體重要， 
別讓眼前的事迷失了自己。 

 
懂得辨別輕重，便不易受環境人事左右；
有堅定立場，才能面對人生每一場風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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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十一月 

25 
星期一 

生命不勝於飲食麼？  

身體不勝於衣裳麼？  
                                                     太6:25下 



真信心 
 

「懷疑」、「不信」，是人類犯罪後的
「天性」；因為太沒安全感、太信自己、

太倚靠自己，其實是小信！ 
 

如何增強信心？看看大自然的奇妙，相信
冥冥中的主宰，認識並信靠祂，必得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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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十一月 

26 
星期二 

你們這小信的人哪！野地裡
的草，今天還在，明天就丟
在爐裡，神還給他這樣的妝

飾，何況你們呢？  
                                                       太6:30 



神的國與義 
 

「先求神的國和義」與 
「What would Jesus Do」相似。 

 
做每事之前去尋求是否合神心意，所行的
便有如「祂的旨意」藉你「行在地上」；
你願意為祂而活，見證祂的心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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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十一月 

27 
星期三 

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
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太6:33 



不要憂慮 
 

「憂慮」是自人類犯罪後的「副產品」。 
 

人類犯罪後「必汗流滿面才得餬口」。是
上帝的懲罰，也是恩典與盼望。人從勞碌
中經歷的甘露與收成；明白「栽種有時、
拔出所栽種的也有時」，憂也無用，仰望
上帝，信靠祂，生命便充滿平安與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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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十一月 

28 
星期四 

不要為明天憂慮；  

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  

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  
                                                       太6:34 



天上的父 
 

本書5-7章是登山寶訓，指出神愛世上的人，
信服祂人當領受祂的「好東西」。 

 
「好東西」是指聖靈，祂是「保惠師」(原
意是在旁的幫助者)，是領我們進入真理者；
祂既與我們同在同行，還有甚麼畏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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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星期五 

你們雖然不好，尚且知道拿
好東西給兒女，何況你們在
天上的父，豈不把好東西給

求祂的人麼？  
                                                       太7:11 



待人之道 
 

信徒既尋得聖靈同在，與神復和後， 
明白了聖經待人之道，進一步與人復和。 

 
人心靈最大的需要離不開尊重、關愛、體
諒…以這態度待人，人生必充滿平安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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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星期六 

所以無論何事，你們願意人
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
待人；因為這就是律法和  

先知的道理。  
                                                       太6: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