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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驗神 
 

「效法」意「被引導、遵從」； 
「察驗」意「驗證、認定」。 

 
這個世界及其上的事層出不窮，令人眼花
撩亂。基督徒要集中「看」神自己，祂的
心意與作為，然後遵從，就不會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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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三月 

1 
星期日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
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
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羅12:2 



看基督 
 

「心眼」指「思想」。不信的人的思想像
「失明」般，難以明白基督福音的美善。 

 
假若你仍作暗昧的事，是難以彰顯福音在
你生命的影響力，更枉論要改變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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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等不信之人，被世界的神
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榮耀
福音的光照著他們；基督  

本是神的像。  
                                                     林後4:4 



抵擋魔鬼的詭計 
 

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才能抵擋魔鬼。
抵擋甚麼？牠的詭計，是牠最厲害的伎倆。 

 
我們不用與魔鬼爭辯或對罵， 

乃好好穿上齊備的六件全副軍裝： 
真理、公義、平安、信德、救恩、寶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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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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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
戰，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
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  

                                                     弗6:12 



管住舌頭 
 

舌頭的恐怖不但污染自己，也能陷害他人。 
 

人心裡所充滿的口裡便說出來；因此，沒
有無心之失之言。基督徒必須要管理自己，

由舌頭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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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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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頭就是火，在我們百體中，
舌頭是個罪惡的世界，能污穢
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輪子點起
來；並且是從地獄裡點著的。 

                                                     雅3:6 



世界的禍 
 

「絆倒」即陷阱，引人犯罪的人事。 
 

這世界有無數陷阱，但最重要的， 
你不要作那設陷阱者，神必審判。 

要管理自己，從敬畏神、尊重人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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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世界有禍了！因為將人絆
倒；絆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

但那絆倒人的有禍了！  
                                                     太18:7 



我們是屬神的 
 

從神生的就不犯罪。犯甚麼罪？說謊的、
懷恨的(即殺人)、冷漠的…。 

 
屬神的人不會犯罪，會自潔、持守真理、
有愛…。基督徒要分辨誰是屬神的人， 

勿墮入魔鬼的陷阱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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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知道我們是屬神的，  

全世界都卧在那惡者的手下。  
                                                     約壹5:19 



貪愛世界 
 

聖經形容底馬「貪愛」世界，往帖撒羅尼
迦去。當時帖地是羅馬一個自由地，沒有
羅馬軍駐守，商業繁榮，經濟昌盛。 

 
當時的保羅正受監獄之苦，底馬可會掙扎
於往帖城享福，還是等著坐監的「命運」？ 

沒有使命感的當然會選擇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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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底馬貪愛現今的世界，  

就離棄我往帖撒羅尼迦去了。  
                                                     提後4:10 



愛世界與愛天父 
 

為何愛世界與愛天父是如此勢不兩立？ 
 

約翰所指的愛，並非一般正常的吃喝玩樂，
而是為之付代價，以此為中心的態度； 
關鍵就在你抉擇之時，就知道你真正的 

愛是放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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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  

就不在他裡面了。  
                                                    約壹2:15 



不屬世界 
 

甚麼是神的道？是神愛世人， 
但人要離開罪惡歸向神。 

 
當專注世界的名利慾，必定與神的道 

背道而馳，因為神的道以愛神愛人為原則， 
這原則卻是要放下自己權益來成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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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將祢的道賜給他們；世
界又恨他們，因為他們不屬
世界，正如我不屬世界一樣。  

                                                     約17:14 



脫離那惡者 
 

誰最不悅人持守神的道？就是那惡者。 
人若遵循愛神愛人之道，誰陪牠入地獄？ 

 
神與魔鬼同樣認識人的軟弱，但神要拯救
人，魔鬼卻要人沉溺軟弱，不能自拔。 
別再沉溺罪中之樂，要靠著耶穌得勝！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3月主題：看世界  許淑芬牧師編寫  

2020               三月 

10 
星期二 

我不求祢叫他們離開世界，
只求祢保守他們脫離那惡者。  

                                                     約17:15 



成聖的路 
 

在神眼中何謂聖潔？不是指沒有犯罪的人，
乃是持守真道，心中有愛旳人。 

 
基督徒要常自省，清理內心的「垃圾」，

如苦毒、埋怨、仇恨；能盛載愛， 
必定有忍耐、感恩、寬恕等伴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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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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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祢用真理使他們成聖；  

祢的道就是真理。  
                                                     約17:17 



差遣 
 

本章是耶穌分離的禱告，求上帝以道使門
徒成聖，然後差遣門徒入世領人作主門徒， 

 
人若嘗過主道的美善，再不可能羨慕世界
的名利慾，倒求神賜力量引導人認識耶穌。
在我們信主時已同時領受了主的差遣， 

你會如何回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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祢怎樣差我到世上，  

我也照樣差他們到世上。  
                                                     約17:18 



教訓人遵守 
 

主耶穌差遣門徒並給予至榮耀的應許——
祂同在。 

 
基督徒有最尊榮的身份，因是主的使者，
有至寶貴的祝福，因有祂的同在。創天 
造地的主與你同在，你還有何缺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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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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0 



不要怕 
 

西門彼得怕甚麼？ 
 

當我們看見自己是一個罪人，倒是恩典。
人最可悲的是不怕自己，還以為自己最正
確，其實人類的惡念才是萬惡之根！越認
識自己的人，越懂得何謂跟從耶穌， 
且越懂得享受耶穌所賜的喜樂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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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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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對西門說：不要怕，  

從今以後，你要得人了。  
                                                     路5:10 



勝了世界 
 

基督徒要勝過世界甚麼？ 
 

我們不能否定世界的吸引力，但往往遇上
衝突是因為要抉擇；抉擇時揀選神的道，
不是因為我們偉大，乃因為信心；相信神
愛世人，相信世人要受審判，相信神差遣

去傳道；因為信，才懂得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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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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勝過世界 
 

基督徒勝過世界，是基於信心； 
信心基礎，是相信耶穌是神的兒子。 

 
沒有耶穌，愛只能靠自己；沒有使命，人
生目標只能活著為自己；沒有永恆，吃喝
玩樂時只能輕歎時光飛逝，生離死別時只
有無助哭號！感謝神，因祂把永恆放在人
的心裡，並賜人盼望，幫助人走成聖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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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過世界的是誰呢？  

不是那信耶穌是神兒子的麼？  
                                                     約壹5:5 



世界的智慧 
 

保羅指這世界的智慧是愚拙，因當時教會
信徒為屬誰而紛爭，這是錯誤的價值信念。 

 
有人說，當人發怒之時，智商便會歸零。
歷世人類的互相殘殺，不也因為分黨、種
族、信念麼？謹記，神的愛是普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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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
愚拙；如經上記著說：主叫
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詭計。  
                                                     林前3:19 



世界的光 
 

耶穌是世界的光，祂道成肉身，為要成為
生命的光，引領人不再往黑暗裡走。 

 
人生命最大的問題是沒有光，盲從於自我
為中心的判斷，或被這個世界牽著走！耶
穌的光照亮，讓人看見永恆的路，不再怕
死亡，也不再被魔鬼利用，白過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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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又對眾人說：我是世界
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
暗裡走，必要得著生命的光。  

                                                     約8:12 



分別為聖 
 

保羅指出我們難以與這世界割離， 
卻不能推卸謹守自己、分別為聖之責。 

 
我們不可能與世隔絕，卻足有能力向罪說
不，這也是我們向世人作見證的重要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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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前寫信給你們說，不可與
淫亂的人相交；此話不是指這
世上一概行淫亂的…若是這樣，
你們除非離開世界方可。  

                                              林前5:10-11 



不可交往的人 
 

這是保羅的吩咐，是太不近人情嗎？ 
 

要知道罪惡的可怕。一個自稱為弟兄卻犯
罪死不悔改的人，他的影響力有多可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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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今我寫信給你們說，若有
稱為弟兄，是行淫亂的，或貪
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罵

的，…這樣的人不可與他相交；
就是與他喫飯都不可。  

                                                     林前5:11 



這世界恨誰？ 
 

「世界」可譯「世人」。 
 

跟從主與跟從世界是兩條不能妥協之路。
要取悅世人，只會令生命倒退；堅定信仰，
活出愛，把世人帶到主前，使生命擴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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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若屬世界，世界必愛屬
自己的；只因你們不屬世界，
乃是我從世界中揀選了你們，

所以世界就恨你們。  
                                                     約15:19 



不要怕 
 

耶穌先告訴門徒，遵從主命卻可能被誣蔑、
受逼迫、遭歧視，但不要怕，主是知道的。 

 
這世界夠瘋狂，黑可以說成白， 

以輿論當真理；但惟有主是最終審判者， 
安穩在祂手裡，祂會給你伸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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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要怕他們，因為掩蓋
的事，沒有不露出來的；隱
藏的事，沒有不被知道的。  
                                                     太10:26 



要敬畏神 
 

我們當畏懼的，不是魔鬼，更不是人，是
神自己！因祂掌管生命，握有生死主權。 

 
上帝是生命的主，且愛惜生命；祂認識我
們，且珍愛我們，關顧我們；因此，我們
當敬畏神，遠離惡事；關愛人，彼此寬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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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
怕他們；惟有能把身體和靈魂
都滅在地獄裡的，正要怕祂。  

                                                     太10:28 



世界的王 
 

世界的王不是神麼？因為始祖本是管理世
界的，卻受魔鬼迷惑，而做了魔鬼的奴僕！ 

 
耶穌藉對神完全的順服，重掌世界的主權。
魔鬼在世界剩餘的位置，是甘願做牠奴隸
的人！我們基督徒責無旁貸傳主福音， 
挽回那些活在黑暗沒有盼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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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這世界受審判，  

這世界的王要被趕出去。  
                                                     約12:31 



耶穌已勝了世界 
 

為何世界有苦難？當始祖離開了神，成了
魔鬼奴隸之後，失去了管治大地的智慧，

以私心管轄世界，可會有平安呢！ 
 

基督徒若在眷戀世界，難有真正的喜樂；
跟從耶穌，卻有今生與永恆的福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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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
叫你們在我裡面有平安。在
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
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  
                                                     約16:33 



應許永生 
 

魔鬼誘惑人愛上世界和其上的事，目的是
引誘人離開神，失去永恆的福樂。 

 
上帝宣告始祖要面對死亡，表面是懲罰，
倒是恩典；讓人在這花花綠綠的世界裡，
藉著生老病死想及永恆。上帝應許凡相信
祂的人得享永生，在乎你是否願意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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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所應許我們的就是永生。  
                                                     約壹2:25 



沒有永生 
 

心存仇恨的人，為何沒有永生？不是上帝
不賜予，乃因那人的心「存」不下。 

 
人世間愛與恨關係微妙，似乎是共存，原
來我們卻容不下兩樣。心存仇恨的人，難
以與神和諧，也難以過喜樂平安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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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殺人的；
你們曉得凡殺人的，沒有  

永生存在他裡面。  
                                                     約壹3:15 



向神坦然無懼 
 

遵從神命令最大的祝福是「心想事成」？ 
 

基督徒的喜樂與自由，因為有聖靈內住；
聖靈引導信徒所思所想所行都合乎神心意，
這樣，不單見證著我們所作的正確，也讓

我們經歷禱告蒙應允的滿足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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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心若不責備我們，就可
以向神坦然無懼了；並且我們
一切所求的，就從祂得著…。  
                                             約壹3:21-22 



照祂命令 
 

彼此相愛是基督的命令， 
這是人世間最美妙卻是最難守的關係。 

 
當相愛時便把對方的缺點遮蓋，仇恨時卻
把對方的弱點無限擴大。這是人與人之間
相通的病，如何處理合宜，必須要倚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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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命令就是叫我們信祂兒
子耶穌基督的名，且照祂所
賜給我們的命令彼此相愛。  
                                                     約壹3:23 



神就是愛 
 

「凡有愛心」包括非基督徒嗎？ 
 

愛，是屬神的。我們不要狹隘於那人是否
「基督徒」，上帝也能使用非基督徒的愛
祝福你我，也會任憑任性的基督徒失見證；
最重要的是你以愛回應神、見證神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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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有愛心的，都是由神而生，
並且認識神。沒有愛心的，
就不認識神；因為神就是愛。  
                                                     約壹4:7-8 



除去懼怕 
 

約翰論到末世有許多假先知，信徒當留心
辨證；而最大的認證是人內心有否神的愛。 

 
我們的生命有了神的愛，就得穩固，面對
生死，面對神的審判，也坦然無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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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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