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年主題的意念是來自《耶穌會怎麼
做？》（W h a t  w o u l d  J e s u s  D o  t o d a y？
B y  B r i a n  K .  S h i p m a n  徐白瑞；黃耀禮
及傅湘雯譯）一書。透過每月主題，反
思假若主耶穌在旁，祂會怎麼做，鼓勵
跟隨者跟隨主腳蹤。本靈修默想適合繁
忙的城巿人，在每天早上先安靜十分鐘，
領受及默想上帝聖言，靠主過得力生活。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1月主題：忠於自己  許淑芬牧師編寫  



剛強的心 
 

保羅寫本書時正身陷囹圄。他沒有第一次
坐監時的樂觀，且知道自己必死無疑卻無
所懼怕，還鼓勵提摩太要剛強為主作工。 

 
基督徒在風平浪靜的日子要謹守；在風急
浪高的日子要剛強，這都是上帝所賜的。 
切記：你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 

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
乃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  

                                                     提後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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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一月 

1 
星期日 新年 



作剛強的人 
 

基督徒的力量來自神。作剛強的人， 
不可能靠自己的血氣，是靠上的的大能，
穿上全幅軍裝，就能抵擋敵人魔鬼了。 

 
基督徒不用苦苦哀求上帝得勝魔鬼， 

只要你裝備妥當，穿好了軍裝，必然得勝。
你套軍裝齊全嗎？ 

我還有末了的話，你們要靠
著主，倚賴祂的大能大力，

作剛強的人。  
                                                     弗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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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為剛強 
 

本章論信心偉人，不是有超凡的能力，而
是對神有專注的信心，藉著信心擊退外邦。 

 
你也可以變為剛強，只要你相信 

你所作的是全為了主，祂必引領你！ 
你確定你所要作的，全是為了耶穌麼？ 

他們因著信…  

軟弱變為剛強，爭戰顯出勇敢， 

打退外邦的全軍。  
                                                   來11: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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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大丈夫 
 

本章論亞捫人蔑視大衛的好意，甚至雇兵
向大衛擺陣，兩元帥為保家園，彼此勉勵，

互補不足，殺退敵軍。 
 

我們都需要互補，彼此支持。要知道魔鬼
擅於挑撥離間，要以同心並肩，擊退仇敵。 

我們都當剛強，為本國的民
和神的城邑作大丈夫，  

願耶和華憑祂的意旨而行。  
                                                     代上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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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要儆醒 
 

哥林多教會問題重重，分裂、淫亂、訴訟
並生活及信仰種種提問，作者最後忠告，
所有軟弱，源於欠儆醒，欠扎根於真道上。 

 
屬靈生命軟弱，不可能「突然」，而是給
自己有太多的藉口，太大的空間，太多的
機會！天天儆醒，怎可能有閃失呢？ 

你們務要儆醒，在真道上  

站立得穩，要作大丈夫，  

要剛強。  
                                                     林前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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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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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備自己 
 

施洗約翰在成長過程中漸露頭角，卻隱藏
鍛鍊自己，住於曠野，直到要顯明之日。 

 
曠野，是鍛鍊自我的好地方。 

沒有物質誘惑，沒有可倚賴的人與物。 
在獨自一人時，正是考驗你信仰的實在， 
磨練你思想與意志，你信甚麼，跟從著誰？ 

那孩子漸漸長大，心靈強健，
住在曠野，直到他顯明在  

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  
                                                     路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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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出果子 
 

施洗約翰的日子顯明了，眾人都往約但河
見他並聽他教導。他按上帝心意指出一個
能結果子的生命，與他悔改的心相關。 

 
對與錯本來是清清楚楚罷，只是人的歪念
導致行為偏差了。要糾正？先要問： 

你悔改了嗎？所行的與悔改的心相稱嗎？ 

約翰對那出來要受他洗的眾
人說：…你們要結出果子來，

與悔改的心相稱。  
                                                     路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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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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憐憫 
 

眾人問施洗約翰所當作的。 
約翰簡單指出：「分給」。 

 
分享，似是老生常談，三歲小孩也曉得？ 
城巿人多慮，習慣了儲存。保持一顆憐憫
的心，與人分享是鍛鍊內心對人憐憫之情。
分享，就是操練設身處地去關懷別人， 

眾人問他說：這樣，我們當
作甚麼呢？…有兩件衣裳的，

就分給那沒有的…。  
                                                     路3: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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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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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貪婪 
 

稅吏的貪婪，習慣了的「多取」， 
是當時的老百姓敢怒不敢言的實況。 

 
「不要多取」是理所當然罷？卻是翻天覆
地的變革。若你是他，願改變這陋習嗎？ 

又有稅吏來要受洗，問他說：
夫子，我們當作甚麼呢？  

約翰說：除了例定的數目，  

不要多取。  
                                                     路3: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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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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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知足 
 

陋習不是一兩年也不是一兩人的事。要改
變，除了是知足，也要有莫大的勇氣啊！ 

 
何謂神蹟？上帝要藉著渺小的你改變 
你認為不可能的事，你願意嗎？ 

又有兵丁問他說：我們當作
甚麼呢？約翰說：不要以強
暴待人，也不要訛詐人，  

自己有糧的就當知足。  
                                                     路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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謙卑 
 

當人心正要歸向約翰之時，他卻謙卑承認
自己只是渺小的角色，推介耶穌。 

 
一個真正認識自己、忠於自己的人，顯於
被推崇之時不驕縱；被輕視時不嫉妒。 

我是用水給你們施洗，但有
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來，
我就是給祂解鞋帶也不配。  

                                                     路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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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直的代價 
 

約翰如此正直，必有好報？ 
 

正直人感嘆沒遇好報嗎？問題是當遇上偏
歪的人，要麼強勢地感化人回轉，要麼

「壯烈犧牲」了！你，仍選擇當正直人嗎？ 

只昰分封的王希律…受了約
翰的責備，又另外添了一件，
就是把約翰收在監裡。  

                                                     路3: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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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不怕懷疑 
 

施洗約翰在監裡呆著也有軟弱之時，他懷
疑自己錯等了基督。要驗證，就去求問。 

 
信仰會有疑惑，但不怕懷疑，去求證便是。
每個基督徒都要學習、熟習等候功課； 
會令你感消沉還是令你信心更堅穩呢？ 

約翰在監裡聽見基督所作的
事，就打發兩個門徒去，問
祂說：那將要來的是你嗎？
還是我們等候別人呢？  

                                                     太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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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福了 
 

耶穌指引約翰所差的門徒不是注意祂自己，
因為約翰正懷疑他所聽所見的。祂要指引

施洗約翰以聖經為印證，為真理。 
 

蒙福的人，不是用肉眼或耳朶去聽真理，
而是把聖經真理讀進內心。這世界很多迷
惑人的事，要定睛於聖經，信心便穩固了。 

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  
                                                     大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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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國 
 

「重生」原文有兩種含義：「從上頭」及
「再生」；指的是從上而來的再生能力。 

 
人靠自己所能看見的只是日光之下的一切，
期望身體健康、兒孫滿堂、金銀滿屋…；
神的國是得永恆生命，充滿平安喜樂， 

沒死亡、沒眼淚、沒憂愁…。 

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地
告訴你，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得見神的國。  
                                                     約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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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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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重生呢？ 
 

尼哥底母的提問，正是很多人的疑問。 
 

尼哥底母與主耶穌的邏輯推理不同，尼哥
底母認為人不可能在成年後再進母腹再生，
這也是一般人難以理解的。但人難以理解
的事情多的是，難道要待一切事都能通過

自己理性，才可信麼？ 

尼哥底母說：人已經老了，
如何能重生呢？  

豈能再進母腹生出來嗎? 
                                                     約3:4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1月主題：忠於自己  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7              一月 

16 
星期一 



水和聖靈的重生 
 

新約與舊約都表示用水作為潔淨用途；
「水和聖靈」可譯「水就是聖靈」。人得
以重生是藉著神的真道，也是聖靈的能力。 

 
若不重生會如何？只能向著今生走，無論
幸與不幸，只能無奈地讓今生快速過去。
惟有永恆，才帶給人有活潑的盼望。 

耶穌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
你，人若不是從水和聖靈生
的，就不能進神的國。  

                                                     約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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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星期二 



聖靈重生 
 

風，抽象嗎？卻能從現象中看見風的存在；
從聖靈生的，能從他的表現看見神的同在。 

 
信仰是具體的，不能說我心信卻無法以行
動表達；也不能以好的道德表現來證明聖
靈重生。凡聖靈重生的，必明白真道。 

風隨著意思吹，你聽見風的
響聲，卻不曉得從哪裡來，
往哪裡去，凡從聖靈生的，

也是如此。  
                                                     約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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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的憐憫 
 

本書是保羅囑咐提多如何按立執事並勸勉
不同會眾當如何相處；本段是提醒會眾自
己也曾是罪人，千萬別輕視未信主的人。 

 
信主久了，是否越不明白自己為何會信，

別人為何不信呢？ 

祂便救了我們，並不是因我
們自己所行的義，乃是  

照祂的憐憫，藉著重生的  

洗和聖靈的更新。  
                                                     多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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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潑的盼望 
 

本書是作者在信徒面對苦難時，勸勉信徒
要仰望耶穌，免得受苦者因逼迫而變節或

因此埋怨失去見證。 
 

在患難中持定信仰，是因為有盼望， 
能辨別今生與永恆，這是重生的力量。 

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
父神，祂曾照自己的大憐憫，
藉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重生
了我們，叫我們有活潑的盼望。 

                                                     彼前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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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存的道 
 

信徒生命成長，能聖潔自守，能敬畏不偏
私，能除淨惡充滿愛，是藉神的道所建立。 

 
重生的生命最吸引之處，是生命的不一樣。
怎麼能自控？能棄惡擇善？甚至能擺開仇
恨去愛？全因為基督救恩，成為新造的人。 

你們蒙了重生，不是由於能壞
的種子，乃是由於不能壞的種
子，是藉著神活潑常存的道。 
                                                     彼前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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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造的人 
 

對猶太人來說，割禮是關乎民族存亡。 
保羅卻指出十字架是新約的記號， 
活現於新造的人的新生命裡。 

 
基督徒要誇的是藉著十字架這新約、新記
號，如何成了新造的人。你的新生命表現，

足以證明是上帝子民的身分了。 

受割禮不受割禮，都無關緊
要，要緊的就是作新造的人。  

                                                      加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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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形像 
 

上帝創造人類，放進了祂形像的 
重要的元素，包括慈愛、公義。 

 
自人類犯罪，虧缺了神的榮耀， 

卻藉耶穌基督挽回，使人與神復和。 
因此，人重生生命，復得上帝基本形像， 

這也是人稱之為人的重要特質。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
乃是照著祂的形像造男造女。  

                                                     創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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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人類被賜福，被稱為人，是尊崇的稱號。 
 

人是萬物之靈，該受尊重， 
因為人擁有神的形像，該懂得以上帝的 
關愛統管大地，以上帝的公義掌管眾生。 
你的生命有甚麼不配稱為人這尊崇稱號呢？

有何改善？ 

在他們被造的日子，  

神賜福給他們，稱們為人。  
                                                     創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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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愚昧 
 

本章是摩西之歌，預言以色列民將來背叛
上帝，他語重深長地勸勉群眾要「追想」

(意記念)，要「思念」(意分辨)。 
 

避免再愚昩的好方法是以理性看待歷史。
一個忘恩負義的人怎能活得平安喜樂呢？ 

愚昧無知的民哪，你們這樣
報答耶和華麼？祂豈不是  

你的父，將你買來麼？  

祂是製造你，建立你的。  
                                                     申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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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直的靈 
 

正直的靈是由清潔的心建造的。 
髒兮兮的心所出的只有污穢、不潔。 

 
誰定「清潔」標準呢？ 

聖經是基督徒生活行事為人的最高標準。
建造清潔的心，惟有藉聖潔的道。 

每天讀上帝話語，培育清潔正直的生命。 

神阿，求祢為我造清潔的心，
使我裡面重新有正直的靈。  
                                                     詩5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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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眷顧 
 

本章是摩西向以色列的第二代，宣講上帝
所應許之地是流奶與蜜之地。祈求上帝眷
顧這地的最重要基礎，是自己謹守這道。 

 
上帝從沒有離開屬祂的人， 

只是屬祂的人有沒有放任地離開祂呢？ 
上帝的眼目從沒轉離，只要我們不轉離祂。 

是耶和華祢神所眷顧的，  

從歲首到年終，耶和華祢神
的眼目時常看顧那地。  

                                                     申11:12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1月主題：忠於自己  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7              一月 

27 
星期五 年卅 



願耶和華賜福給你 
 

本段經文是祭司為以列人祝福的禱文。 
猶太人重視甚麼祝福呢？包括：健康、 
財富、安樂的生活、和平、救恩等。 

本節的祝福是上帝願意管理你、負責你。 
 

人除了基本飲食需要外，安全感也是非常
重要的。上帝願意負責你的一生， 

你還有何愁呢？你願意把自己交託祂嗎？ 

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 
                                                     民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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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年初一 



願耶和華光照你 
 

本節經文論上帝給你光照， 
如太陽又如明亮晨星。 

 
人的生活不能沒有光；應用於人的道德生
活更不能沒有光。上帝以祂的臉光照你，
令你感到溫暖，還是感到尷尬、侷促呢？ 

願耶和華使祂的臉光照你， 

賜恩給你。 
                                                     民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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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年初二 



願耶和華賜你平安 
 

何謂真平安？就是內心再無懼怕， 
與神復和，與人和睦。 

 
基督徒以真心祝福別人出入平安， 
是渴望他們也因為與上帝復和， 
與人無仇，內心盡享平安！ 

願耶和華向你仰臉， 

賜你平安。 
                                                     民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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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年初三 



祝福與賜福 
 

祭司的責任乃祝福；上帝的心意是賜福。 
 

新約時代宣稱每個基督徒皆祭司， 
你責無旁貸要甘心樂意地祝福別人， 
願上帝藉你賜福凡你所祝福的！ 

他們要如此奉我的名，為以色
列人祝福；我也要賜福給他們。 

                                                     民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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