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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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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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與和平 
 

「先」指「首要的、最重要的、基本的」。
熱愛和平的人有「純潔」為基礎。 

 
真正熱愛和平者的生活是清清潔潔的，不
為個人的名或利，不收受賄賂，沒有貪婪。
沒有純潔的心談和平，只是愚弄人的口號。
渴望和平，由自己過清潔的生活開始罷！ 

惟獨從上頭來的智慧，  

先是清潔，後是和平……。  
                                                         雅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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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與真摯 
 

「偏見」與二章四節同字，指待人態度沒
有因為誰較富裕或誰較高位而厚待之；
「假冒」指虛偽，與撒謊者雷同。 

 
偏見又偽善的人，是製造紛爭、分裂的，
不可能熱愛和平。基督徒當觀人與微， 
分清是非，保守自己過分別為聖的生活。 

溫良柔順，滿有憐憫，多結
善果，沒有偏見，沒有假冒。  
                                                         雅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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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和平 
 

「栽種」一般譯「撒種」。 
本節經文總結屬天的智慧者因締造和平而

結出七種公義的果子， 
 

能辨認屬地的與屬天的智慧，是憑著其果
子。這世代充滿紛爭，誰說的道理悅耳並
不重要，重要的是所結出的果子，是令人
看見其清潔、和平等高質素的生命嗎？ 

並且使人和平的，  

是用和平所栽種的義果。  
                                                         雅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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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然 
 

「安然」可譯「平安」。拉比西面能安然
面對死亡，是因為看見上帝的旨意成就。 

 
人說自己「死不瞑目」的原因會是什麼？
憤怒？遺憾？要珍惜在生的日子，活在神
手裡安然、釋然，過每一天都是美好的。 

主啊！如今可以照祢的話，
釋放僕人安然去世。因為我
的眼睛已經看見祢的救恩。  
                                                   路2: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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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您平安 
 

猶太人傳統履行神吩咐要接待客旅，而傳
福音者當以他們所渴慕的福祉來祝福他們。 

 
你知道你已擁有最尊貴的與最榮耀的職事

嗎？去實踐罷！擔任和平大使， 
勇敢向你身邊的人說：願您平安！ 

無論進哪一家，先要說：  

願這一家平安。  
                                                       路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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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得平安的人 
 

誰配得平安非由你決定， 
上帝卻給你有主動祝福別人的自由。 

 
基督徒擁有祝福別人的自由，卻要謹慎，
假若以相同觀念，若咒詛別人是對方不配
受的，咒詛會臨到自己嗎？因此，主耶穌
只教導我們一味祝福，其他的則要謹慎。 

那裡若有當得平安的人，你
們所求的平安就必臨到那家；
不然，就歸與你們了。  

                                                         路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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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引導 
 

上文論彼此相處若有嫌隙，則要寬容、饒
恕。本節進一步指基督徒相處遇有不協調
則要以基督的平安作引導，保持和好關係。 

 
遇有意見不合，千萬別以謾罵彼此敵對，

倒心存感謝，因為你我的不同， 
都是上帝所創造的。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們心
裡作主；你們也為此蒙召，
歸為一體，且要存感謝的心。  
                                                          西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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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心與和平 
 

聖經中的「少年人」可以到40歳， 
當時的提摩太約有30。 

 
與和平並行的特質有很多，如公義、信德、
仁愛。但要不偏歪地追求且擁有其特質，
必先有清潔的心；清潔的心乃從上帝而來。
試問遠離上帝的人如何清潔己心呢？ 

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慾，同那
清心禱告主的人，追求公義、

信德、仁愛、和平。  
                                                     提後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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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和平平 
 

喇合蒙福，不因她的職業， 
全因她對上帝的敬畏，以致藉具體行動，
和平地幫助探子脫險，見證她信心的真確。 

 
試問誰無過去？基督徒不當以別人的過去
來批判、選擇是否接納，乃以對方是否 
敬畏上帝、順服上帝來謙卑地與之同行。 

妓女喇合因著信，曾和和平
平地接待探子，就不與那些
不順從的人一同滅亡。  

                                                       來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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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人和睦 
 

「要追求與眾人和睦」應翻譯並展現其意
思是「與眾人一起追求緊握住救恩與這救

恩終將引致的平安」。 
 

要與人和睦，是因為人與人之間的嫌隙、
使我們的生命難以聖潔，非聖潔也難以 

與上帝有和諧的關係。 

你們要追求與眾人和睦，  

並要追求聖潔；  

非聖潔沒有人能見主。  
                                                      來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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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得罪你的人 
 

主耶穌教導門徒當有人得罪你且明顯是對
方犯錯，當如何面對？要主動指出其錯誤。 

 
這個社會是有點「畸形」麼？ 

很多人不敢也不想指出別人的錯誤， 
還以為指出人的錯是沒愛心、是霸度？ 
我們當返回聖經指引，做當做的事！ 

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
去，趁著只有他和你在一處
的時候，指出他的錯來。  

                                                     太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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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不悔過者 
 

指出別人的錯誤可能有兩個結果：聽從與
不聽從；若是後者，你要繼續勇敢面對。 

 
指出別人的錯倒是愛心表現，目的是挽回。 

他若聽你，你便得了你的  

弟兄；他若不聽，你就另外
帶…若是不聽他們，就告訴
教會；若是不聽教會，就看
他像外邦人和稅吏一樣。  
                                            太18: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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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有人得罪你 
 

若有人得罪你卻與道德等問題無關， 
純令你受傷罷？當如何面對？ 

饒恕罷！何苦糾纏呢？ 
 

多想念上帝藉基督如此為你受苦受死， 
就學懂饒恕，並讓祂來醫治你那受傷的心！ 

你們站著禱告的時候，  

若想起有人得罪你們，  

就當饒恕他，好叫你們在天
上的父，也饒恕你們的過犯。  

                                                   可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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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得罪你的人禱告 
 

耶穌眼看著嘲笑祂的人群， 
在十字架下洋洋得意，祂卻為他們禱告， 
因為知道若上帝要追究，他們何以承受？ 

 
當我們面對別人的無理對待，你有何回應？
想要置他們於死地，還是向父禱告， 
求上帝仍給他們悔罪的機會呢？ 

父阿！赦免他們；因為  

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  
                                                      路2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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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救贖 
 

歌羅西教會正受異端影響，以為可以靠自
己得智慧、有好行為？保羅卻指出， 

是基於基督救贖功勞，才享有如此平安。 
 

自從人類犯罪後，這世界和其上的便走向
滅亡，地上充滿人造苦難！藉著基督的 
死與復活，與神和好，再不怕死亡， 
人便有力量面對苦難的人生了！ 

我們在愛子裡得蒙救贖，  

罪過得以赦免。  
                                                    西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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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基督同活 
 

當時信徒掙扎於無法解決肉體與人性的敗
壞。保羅卻指出基督已拿去那些敗壞， 

只要與祂同活，便得新生命。 
 

基督復活最重大的力量是使我們活出新生。
你的生命有那些是需要更新、顯新生呢？ 

你們從前在過犯，和未受割
禮的肉體中死了，神赦免了
你們一切過犯，便叫你們與

基督一同活過來。  
                                                      西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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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饒恕 
 

「嫌隙」可譯「抱怨」。 
抱怨的人，難以與人建立和諧的關係！ 

 
基督徒生命成長為何不一致呢？ 
難道上帝偏心麼？斷然不是！ 

乃在乎於你肯不肯、願不願意。例如 
人際關中，除去抱怨、少批評、多感恩， 
你會發現關係會不一樣呢！信不？試試罷！ 

倘若這人與那人有嫌隙，總
要彼此包容、彼此饒恕…。  
                                                         西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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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視壓力 
 

夏甲因為自己懷孕而輕視主母撒拉，忘記
了她的位分。面對撒拉苦待，她要逃走，

上帝卻要她正視壓力，重新開始。 
 

很多人面對苦難便不問情由地抱怨神、 
指責人？要減壓麼？要正視問題， 
從那裡跌倒，要在那裡爬起來！ 

耶和華的使者對她(夏甲)說：
妳回到妳主母(撒拉)那裡，  

服在她手下。  
                                                        創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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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仇敵面對審判禱告 
 

亞伯拉罕忘記所多瑪城曾對他的藐視， 
只知道他們要遭審判，亳不猶豫地求情。 

 
代求者的責任是代求。若代求者當了法官，

要判斷這人或那人是否值得求情， 
那基督徒則沒有甚麼可代求了罷？！ 

亞伯拉罕說：求主不要動怒，
我再說這一次，假若在那裡
見有十個呢？祂說：為這十
個的緣故，我也不毀滅那城。  
                                                       創1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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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你畏懼的人禱告 
 

亞伯拉罕本來非常害怕外邦人亞比米勒，
上帝卻讓他認識，祂是萬國的神。 

 
人的確有很多懼怕，甚至我們還以為我們
所怕的是多麼的合理？實際地禱告罷！ 

會令你剛強壯膽，滿有能力！ 

亞伯拉罕禱告神，神就醫好
了亞比米勒和他的妻子。  

                                                    創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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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約 
 

這是以撒活生生的經歷，表面是對頭咄咄
逼人，上帝卻讓仇敵都看見神與他同在，

不得不主動立約，免致受罰。 
 

我們只要敬畏神，讓人從你身上看見上帝，
比千言萬語更有力量。 

他們說：我們明明地看見耶和
華與你同在。便說：不如我們
兩下彼此起誓，彼此立約。 

                                                      創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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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逃避 
 

為何雅各打發所有人過河，只獨自一人呢？ 
 

上帝不讓雅各一走了之，要與他糾纏一個
晚上，直到天亮才給他教訓，目的為何？
幫助雅各只怕上帝，人生便有力量面對 

各樣困難。同意嗎？ 

先打發他們過河，又打發所
有的都過去，只剩下雅各一
人。有一個人來和他摔跤，

直到黎明。  
                                                     創3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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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恕 
 

雅各經過長夜糾纏，認識上帝，竟有無比
勇氣，不再畏縮，主動向以掃求恕， 

他的生命也因此重新開始。 
 

勇敢面對問題，不單令你與人有和諧關係，
與上帝關係更是和好，以神為樂。 

他(雅各)自己在他們前頭過
去，一連七次俯伏在地才就

近他哥哥。  
                                                          創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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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潔 
 

雅各經歷半生逃避，到晚年之時， 
他學曉面對衝突，不再逃避。 

 
人與人間的衝突，有時感覺如同洪水猛獸。
雅各的經歷給我們體會，不用害怕，只要
到主跟前，謙卑、自潔，祂必定幫助你！ 

雅各就對他家中的人，並一
切與他同在的人說：你們要
除掉你們中間的外邦神，  

也要自潔，更換衣裳。  
                                                       創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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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慰 
 

約瑟在埃及任宰相，因為饑荒與賣他的十
兄弟相遇，他記起的不是仇恨，而是上帝
的恩典，也以此來安慰懊悔萬分的害人者。 

 
我們若能認定一切既是上帝所容許，便不
再在苦難日子問「點解」，而是心存敬畏，
觀察上帝作為，懂得領受上帝恩情。 

現在不要因為把我賣到這裡
自憂自恨。這是神差我在你
們以先來，為要保全生命。  
                                                        創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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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不懂體諒你的人禱告 
 

約伯受苦之時，他的朋友不單不懂體諒、
安慰，還借詞指責，實令人難受。上帝卻
讓事情過後，要約伯第一樣學的，是禱告。 

 
為何要為傷害你的人禱告呢？ 
因為祂要全然醫治你啊！ 

約伯為他的朋友祈禱。耶和
華就使約伯從苦境轉回，並
且耶和華賜給他的比他從前

所有的加倍。  
                                                     伯4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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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和睦 
 

這節經文讓我們看見， 
使人和睦者是上帝所祝福的。 

 
有些基督徒不求甚解， 

只狹隘地把人分為「信」與「不信」， 
忽略上帝的心意，不是要你製造分裂， 

乃要你成為使人和睦的人。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們必稱為上帝的兒子。  
                                                            太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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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美腳蹤 
 

本節是保羅借用以賽亞書52章7節，本來是
向已被擄在巴比倫的以色列人，今是受罪

捆綁的人，宣告得釋放的好消息。 
 

基督徒的身份是多麼重要，除了我們， 
有誰能向人宣告這自由的佳音呢？ 

如經上所記：報福音傳喜信
的人，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  
                                                        羅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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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和平的福音 
 

本書強調上帝已藉著基督拆毀了隔閡人與
人之間的牆垣，廢掉因律法規條而生的 

冤仇，彼此能和睦共處。 
 

人際難以和睦，是因為各人有不同的規條。
就讓基督所賜的新律，恩典之律， 

學曉感恩與寬恕，使人從您認識耶穌！ 

並且來傳和平的福音給你們
遠處的人，也給那近處的人。  
                                                           弗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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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力保守 
 

「竭力」即熱切、盡力；「保守」即保護、
看守。合一，不可能自然而得，乃要盡力。 

 
「分裂」是容易的，可用的方法多得要命；
「合一」則要付上重價，放下面子、甚至
是自由，讓人看見你的目的，全為了愛。 

凡事謙虛、溫柔、忍耐，  

用愛心互相寬容，用和平彼
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

合而為一的心。  
                                                      弗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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