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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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主題：回應召命   許淑芬牧師編寫  



十字架 
 

這是耶穌對群眾說的話。「十字架」是當
時羅馬所使用殘忍的刑罰，而犯罪者必須
自負十字架到刑場。耶穌以這實例來向群

眾說明跟從祂需要有堅定的決心。 
 

當門徒決意跟從主，最基本的十字架是
「捨己」，意不再注意個人，只跟從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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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十二月 

1 
星期日 

耶穌又對眾人說：若有人要
跟從我，就當捨己，天天背
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路9:23 



喪了自己？ 
 

原來「不捨己」的結局是「喪了自己」。 
 

耶穌倒為我們得著自己而呼召你我「捨
己」。真正得著自己的，必須先得著耶穌； 
認識耶穌便認識真理，真理是使人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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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十二月 

2 
星期一 

人若賺得全世界，卻喪了自
己賠上自己，有甚麼益處呢？  

                                                       路9:25 



窮寡婦 
 

本段開始是耶穌上十架前對門徒的叮嚀。
耶穌領門徒看寡婦的奉獻，不是多或少的
問題，而是她的心因愛神而作出的奉獻。 

 
真正的捨己是把焦點放在神身上，愛祂、
事奉祂，讓祂帶領；愛祂所愛、作祂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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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十二月 

3 
星期二 

耶穌叫門徒來，說：我實在
告訴你們，這窮寡婦投入庫
裡的，比眾人所投的更多。  
                                                       可12:43 



美事 
 

猶太女性不能像男性般自由跟從主。這位
伯大尼的姊妹想出一件為主能作的事，把
她所有的積蓄買了香膏，全數膏抺耶穌。 

 
在人眼中是「枉費」，是不切實際的行動，
在耶穌眼中看為美事；不因為所作的， 
乃因為心裡對耶穌的愛，祂就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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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十二月 

4 
星期三 

耶穌說：由她罷；為甚麼難
為她呢？她在我身上作的  

是一件美事。  
                                                       可14:6 



盡她所能 
 

在門徒中有幾位對這伯大尼姊妹不悅； 
耶穌卻公開讚揚她，要這位姊妹知道耶穌
悅納了她，並向門徒指出得祂稱讚， 
是因為愛祂並「盡所能」為祂而作。 

 
盡力為主作工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先
有愛主的心，所作的才被稱為「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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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十二月 

5 
星期四 

她所作的，是盡她所能的；
她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  

預先澆在我身上。  
                                                       可14:8 



記念 
 

耶穌不是說要傳這女人，而是傳她所作的。 
 

為何要記念這女人所作？要成為「參考」，
明白何謂「捨己」，就是放下自己， 

專心跟從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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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十二月 

6 
星期五 

我實在告訴你們，普天之下
無論在甚麼地方傳這福音，
也要述說這女人所作的以為

記念。  
                                                       可14:9 



不能儆醒麼? 
 

耶穌在祂最孤單時，特別反問彼得為何不
能為他儆醒片時？彼得不是在數小時前才
說「總不能不認祢」的偉大宣言麼？ 

 
只用「口」跟從耶穌的，到了 

「非常時期」，也會以「口」離棄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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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十二月 

7 
星期六 大雪 

耶穌回來，見他們睡著了，
就對彼得說：西門！你睡覺

麼？不能儆醒片時麼？  
                                                       可14:37 



配 
 

彼得在耶穌升天後，膽子大起來，勇敢為
主作見證，帶領無數人信主。過程中面對
逼害，卻是歡喜，因為算是配為主受苦。 

 
基督徒不是追求受苦，而是追求「配」為
主作工；每個人所領受的職分不同，卻因
愛神為神而作的，即或受苦也享平安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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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十二月 

8 
星期日 

他們離開公會，心裡歡喜；
因被算是配為這名受辱。  

                                                       徒5:41 



誣告 
 

司提反的智慧與感染能力，令當時宗教領
袖與權貴嫉妒，便收買人誣告他；結果 
司提反被捉拿，申訴時沒有人相信他。 

 
我們不明白上帝為何容讓惡人陷害司提反；
但司提反的責任是守著所信的，寧死不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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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十二月 

9 
星期一 

司提反是以智慧和聖靈說話，
眾人敵擋不住；就買出人來
說：我們聽見他說謗讟摩西

和神的話。  
                                                   徒6:10-11 



為敵人祈禱 
 

司提反被害，卻在臨死前效法主耶穌， 
為敵人祈禱。 

 
上帝容許惡人當道，義人卻要專心跟從所
信，作合神心意的事。在世間難找公義？
但終有一天世人都要面對神公義的審判；

你只管持守所信，回應主的召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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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十二月 

10 
星期二 

主阿！不要將這罪歸於他們。
說了這話，就睡了。  

                                                       徒7:60 



順服 
 

腓利順服聖靈引導，走近埃提阿伯； 
並主動按著對方的情況把福音傳揚。 

 
順服聖靈，不是純作個被動者，而是主動
的關心別人，按人的需要分享福音；這也
是回應主「去」的命令，使人作主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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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十二月 

11 
星期三 

聖靈對腓利說：你去貼近那
車走。腓利就跑到太監那裡，
聽見他念先知以賽亞書，便
問他說：你所念的你明白麼？  
                                                   徒8:29-30 



你只管去 
 

亞拿尼亞要向殺害基督徒的保羅傳福音？
他猶疑，卻順服聖靈的引導，使保羅回轉，

開啟了外邦人得福音的門。 
 

順服，本不是甚麼偉大的行動， 
卻可成為上帝手裡的重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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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十二月 

12 
星期四 

主對亞拿尼亞說：你只管去；
他是我所揀選的器皿，要在
外邦人和君王並色列人面前，

宣揚我的名。  
                                                       徒9:15 



神不偏待人 
 

彼得是典型的猶太人，對潔與不潔有所執
著，上帝卻按著他能領受的一步步引領他。 

 
人很不容易改變舊有觀念，若非上帝工作，
人所認為的「事實」，如何能改變呢？但
願上帝幫助，改變我們的偏見，愛主所愛。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12月主題：回應召命   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9              十二月 

13 
星期五 

我真看出神不偏待人；原來
各國中，那敬畏主行義的人，

都為主所悅納。  
                                              徒10:34-35 



不分他們我們 
 

當福音臨到外邦人，引起猶太人神學爭論， 
不認為外邦人「配」得福音。 

 
人的偏見必須經歷神愛的溶化才得改變。
試問我們那個得著救恩之前不是罪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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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十二月 

14 
星期六 

知道人心的神，也為他們作了
見證；賜聖靈給他們，正如給
我們一樣。又藉著信潔淨了他
們的心，並不分他們我們。  

                                                     徒15:8-9 



這是我們所信的 
 

彼得經歷神教導，除去偏見後，能勇敢見
證自己與外邦人本亳無分別；這是對當時
的猶太人來說，是一項顛覆的宣告。 

 
要除去偏見先要離開「自我膨脹」；自以
為是的人容易墮入藐視人、不敬畏神的陷
阱；這些人如何能按正義分解生命之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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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十二月 

15 
星期日 

我們得救，乃是因主耶穌的
恩，和他們一樣，這是我們

所信的。  
                                                       徒15:11 



側耳而聽 
 

保羅和西拉因為趕走了借鬼發財的人，被
惡意誣告騷擾那城；他們身陷囹圄，卻仍
禱告唱詩讚美神，沒有半點沮喪或埋怨。 

 
初期教會的信徒視苦難為「配」為主受苦，
對一切為主所作的事無怨無悔。怎樣做到？

專注召命，生命就是如此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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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十二月 

16 
星期一 

約在半夜，保羅和西拉，  

禱告唱詩讚美神；眾囚犯也
側耳而聽。  

                                                     徒16:25 



我們都在這裡 
 

彼得於12章與保羅本章的經歷一樣，上帝
卻有不同的帶領。重點不在於天使救不救
他們，乃在於上帝在此事上有何心意。 

 
保羅與西拉遵著上帝的帶領而行，結果領
禁卒一家歸向主。因此，別為此時此刻的
困境埋怨，讓上帝引領，祂成就的是超越

我們所想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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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十二月 

17 
星期二 

保羅大聲呼叫說：不要傷害
自己，我們都在這裡。  

                                                      徒16:28 



我知道… 
 

保羅提早告知以弗所教會領袖將來的境況。 
 

為何上帝不藉保羅阻止惡事發生或先指出
誰是壞領袖？不！最重要的不是知道誰會
引誘人，乃是要自我謹慎，儆醒謹守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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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十二月 

18 
星期三 

我知道我去之後，必有兇暴
的豺狼，進入你們中間，  

不愛惜羊群。  
                                                       徒20:29 



交託神 
 

保羅的「知道」沒有干擾他做當做的事，
因為說到底信徒生命堅固，全藉神的道。 

 
保羅的交託神，能支撐他勇敢面對自己及
信徒的苦難。生命的力量不乎環境與人事
的順逆，乃在乎你與神的關係有多粘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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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十二月 

19 
星期四 

如今我把你們交託神，和祂恩
惠的道；這道能建立你們，叫
你們和一切成聖的人同得基業。  
                                                       徒20:32 



施比受更為有福 
 

保羅不以「交託神」為懶惰的屬靈借口，
他先盡了力量給他們作「施」的榜樣。 

 
「模仿」是人成長的必經階段；領袖是責
無旁貸地以行動見證順服主的楷模。 
以行動見證對神的信靠，由你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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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十二月 

20 
星期五 

我凡事給你們作榜樣，叫你們
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輭
弱的人，又當記念主耶穌的話，

說：施比受更為有福。  
                                                       徒20:35 



願主的旨意成就 
 

保羅不聽勸，不是不順服神，乃不順服人。 
 

難道保羅不可拒絕為主受苦嗎？他大可以
謝絕傳福音，遠走高飛！只是他選擇了讓
主的旨意成就。我們當常省思是為誰而活？

便能在緊要關頭，作出正確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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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十二月 

21 
星期六 

保羅既不聽勸，我們便住了口，
只說：願主的旨意成就便了。  
                                                       徒21:14 



情願照你的話 
 

馬利亞的回應，是準備承擔日後所面對的
苦難，包括可能被約瑟離棄、被鄉親藐視，
甚至生命不保；她情願，不是愛受苦， 

乃因愛神。 
 

我們要揀選的是順服神，而不是揀選苦難。
我們不是為受苦而受苦；而是因順服神，
就有能力克服、戰勝所有的苦，與神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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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十二月 

22 
星期日 冬至 

馬利亞說：我是主的使女，
情願照你的話成就在我身上。  

                                                       路1:38 



遵著主 
 

上帝揀選馬利亞的同時也揀選了約瑟；他
們同心順服神，才能承受耶穌出生的歷史。 

 
馬利亞回應天使時並不了解約瑟的行動；
他們只能負責自己的決定，結果由神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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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十二月 

23 
星期一 

約瑟醒了，起來，就遵著主
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過來。  

                                                       太1:24 



關乎萬民的大喜信息 
 

耶穌是在「報名上冊」的混亂與緊張的氣
氛中降生；那管世人仍各顧各的時候， 

上帝命定耶穌來，改變世界。 
 

牧羊人是基督降生後第一批生命被這喜訊
改變的人；也成了第一代的傳福音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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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十二月 

24 
星期二 平安夜 

那天使對他們說：不要懼怕，
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  

是關乎萬民的。  
                                                       路2:10 



救主 
 

基督按所定的日期與時候蒞臨， 
並不代表世人已預備好。 

 
基督降生，是上帝主動的行動， 

主動對人的憐憫，主動給予人救恩！ 
上帝的主動是推動你主動的回應祂！ 

若有人送大禮給你，你會以何態度回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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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十二月 

25 
星期三 聖誕節 

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裡，為你
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  
                                                       路2:11 



平安 
 

上帝主動賜予救恩，要恢復祂創造的主權，
接受祂的得著永恆；拒絕的等待審判。 

 
上帝對人類所懷的， 

是賜平安的意念，使人末後有指望。 
與創造主對立、鬥爭的怎會有平安？ 
願榮耀歸神，平安歸與蒙祂喜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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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十二月 

26 
星期四 聖誕節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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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典和真理 
 

基督是舊約與新約的分界；律法是指引人
也指出人難以過敬神愛人的生活；基督成
了第二個亞當，藉完全順服神把恩典帶來，

使人領受恩典、明白真理。 
 

聖經重磅啟示上帝的真理就是愛。神的愛，
見證於基督的犧牲；再藉你生命得改變後

見證福音的大能，領人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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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十二月 

27 
星期五 

律法是藉著摩西傳的，恩典和
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  

                                                       約1:17 



稱義 
 

本節是福音的撮寫；福音包括了耶穌的死
與復活；祂為罪人死，使人得與神和好。 

 
得著福音也是這兩步：承認自己是罪人，
接受耶穌救恩而與神復和。基督徒既與神
復和，還可帶著對人的偏見、仇視麼？ 
使徒約翰指出恨弟兄的，仍住在黑暗裡！ 

住進光明中，惟有寬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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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星期六 

耶穌被交給人，是為我們的過
犯；復活，是為叫我們稱義。 

                                                       羅4:25 



應當彼此相愛 
 

第一代的使徒不斷勸勉信徒要彼此相愛，
可見這誡命有多難啊！但難不是不順服的
借口，倒是繼續勸勉，彼此激勵的動力。 

 
當「愛不了、不想愛」的時候，想想耶穌
如何忍耐罪人的頂撞，等待你的回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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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星期日 

親愛的弟兄阿！我們應當彼
此相愛；因為愛是從神來的；
凡有愛心的，都是由神而生，

並且認識神。  
                                                       約壹4:7 



變成新的了 
 

「新造」這字是指神新的創造。 
 

原來接受基督， 
成為基督裡的人，神是重新創造我們， 

回復祂創造人類的心意——懂得敬神愛人。 
這是與祂連結的人獨有的生命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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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星期一 

若有人在基督裡，  

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
都變成新的了。  

                                                     林後5:17 



和好的職分 
 

基督徒的生命尊榮，因是代表著基督； 
成為使者，承擔勸人與神和好的職分。 

 
基督徒遇上基督後，人生目標全然不同，
從前是為自己而活，今是為主而活， 

作祂所喜悅的事；祂喜悅的， 
是罪人悔改，蒙恩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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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星期二 

一切都是出於神，祂藉著基
督使我們與祂和好，又將勸
人與祂和好的職分賜給我們。  
                                                       林後5: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