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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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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勞碌 
 

上文論到上帝已把永生安在世人心裡，人
若看通這一切，喫喝、工作也是一種幸福。 

 
這時代煩惱於對生命懷疑、對生活無奈、
喫喝不健康、工作休息不平衡！不如跟著
作者所言，存心敬畏上帝，謙卑與神同行，
接受所失、享受所得，內心平靜安穩。 

並且人人喫喝，在他一切勞
碌中享福；這也是神的恩賜。  
                                                         傳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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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勞動節 



如何看待財富 
 

詩人信靠上帝，在一切患難中， 
即或擁有財富與否，都能安靜在神裡頭。 

 
倚仗什麼就會被什麼轄制。 

檢視內心，什麼在掌控你的心神與力量呢？ 

不要仗勢欺人，也不要因搶
奪而驕傲；若財寶加增，  

不要放在心上。  
                                                         詩6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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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先知 
 

信仰如何分真假？不是基於他說甚麼， 
乃是觀察他跟從甚麼。 

 
信仰是價值信念加上經歷，以致堅定不盲
從。信仰若清晰，假先知豈能迷惑你呢？ 

你們中間若有先知…起來，
向你顯個神蹟奇事。對你說：
我們去隨從你素來所不認識
的別神…你也不可聽…。  

                                                     申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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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靠近上帝 
 

本節引自利未記19:2，指引祭司如何事奉。
本書指出信徒皆祭司， 

凡事奉神的必須過分別為聖的生活。 
 

怎樣才算是分別為聖呢？不要作無知的人
放縱自己，要管理己心，與這世代的人分
別出來，目的不單保守自己，更是感化人

改變命運，認識聖潔的主的恩典。 

因為經上記著說：你們要  

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  
                                                   彼前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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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樣的人際模式 
 

「完全」指成熟的，尤其指道德上的成熟。
本節核心指在愛仇敵上，要效法上帝如何

忍耐罪人的頂撞，表現愛的完全。 
 

成熟的人如何面對不可愛的人呢？ 
本能的反應該是生出厭惡、拒絕、憎恨； 
但經歷上帝完全的愛與寬恕，豈能如此呢？ 

所以你們要完全，  

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  
                                                         太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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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樣的生命 
 

「所有」指使徒們所擁有的、所緊握的。
表面上使徒們是一無所有，卻擁有上帝的
愛，能釋放人認識耶穌，變得甚麼都有！ 

 
人的富足不在於你擁有什麼，而是重視什
麼？使徒們重視耶穌，致力於傳福音這榮
耀職事，令自己及別人的生命豐盛。你呢？ 

金銀我都沒有，只把我所有
的給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穌
基督的名，叫你起來行走！  

                                                       徒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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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不一樣的人生態度 
 

難道上帝看不見你的境況麼？不！ 
讓歷史幫助你更深認識神。 

 
基督徒的生命是自由的，是豐盛的，不被
惡人驚嚇，也不被環境壓倒；只要你願意
以信心仰望祂，祂認知一切，謙卑與祂同
行，你所經歷的勝於別人所說的萬倍呢！ 

誰像耶和華我們的神呢？…
祂從灰塵裡抬舉貧寒人，  

從糞堆中提拔窮乏人。  
                                                  詩11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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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慎所言 
 

救恩是白白的，成聖須下功夫。謹慎所言，
這是完全人的境界，也是你我信心的印證。 

 
你認為多閒言的人生活更好？不！懂得調
控言語的人，才是自由人。不信？試試罷！ 

我又告訴你們，凡人所說的
閒話，當審判的日子，  

必要句句供出來。  
                                                    太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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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慎雙手 
 

主耶穌指出法利賽人的禍，他們因為面子
猶如只把杯盤外面洗淨而沒有潔淨內心；
本節主耶穌指出從心關懷待人，體恤並尊
重別人，那麼就不需要只緊張於洗手罷！ 

 
真正的分別為聖，內心比外在更重要。上
帝要察驗你內心，令你感平安還是愁煩呢？ 

只要把裡面的施捨給人，  

凡物於你們就都潔淨了。  
                                                     路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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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慎所行 
 

上帝是公義的， 
每個人都要按著自己所行的受審判。 

 
我們沒有資格批評別人在地上做得好與否，
只能管理自己。你渴望將來在基督臺前的
「頒獎典禮」如何？今天當如何行？ 

因為我們眾人，必要在基督
臺前顯露出來，叫各人按著
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惡受報。  
                                                     林後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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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厚待人 
 

這是神對以色列人踏足迦南地建立新國度
前的吩咐；原因是因為他們也曾是寄居的。 

 
人要受過苦才能感同身受麼？ 

還是即或還未遇見苦難，我們對軟弱者、 
對受困苦的人，都能顯出真誠的關顧呢？ 

不可摘盡葡萄園的果子，也
不可拾取葡萄園所掉的果子，
要留給窮人和寄居的；  

我是耶和華你的神。  
                                                        利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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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慎待人 
 

這節經文似乎有點滑稽，卻告訴我們， 
我們所作的一切，上帝全都知道。 

 
人們以為暗中做事沒有人知道麼？他們都
忘記上帝是那位鑒察者？你，也忘記嗎？ 

不可咒罵聾子；也不可將  

絆腳石放在瞎子面前；只要
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華。  
                                                        利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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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個人 
 

自義的人說的每一句都振振有詞嗎？ 
為何地上充滿自以為義的人呢？ 

 
人的標準與上帝的標準有不同嗎？ 
自義者的倚仗只能反映他們的狹隘。 
謙卑，才是人生活當有的態度。 

耶穌向那些仗著自己是義人，
藐視別人的，設一個比喻。  
                                                         路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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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禱告 
 

何謂禱告？禱告的對象是誰? 
祂既知道一切又何必禱告呢？ 

 
原來我們的禱告更是讓我們更認識自己、
認識上帝。從禱告中，你有發現自己麼？ 

有兩個人上殿裡去禱告：一個
是法利賽人，一個是稅吏。法
利賽人站著，自言自語地禱告。 
                                                路18:10-11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5月主題：調控心思  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7              五月 

14 
星期日 



檢視態度 
 

這位稅吏承認別人比他強，遠遠站著， 
他只能做的是卑微地來到上帝面前認罪。 

 
上帝悅納的是人對自己的認識；我們在 
上帝面前不用強出頭罷，祂對我們的愛、 
接納、寬恕，比我們想像的更偉大。 

那稅吏遠遠地站著，連舉目
望天也不敢，只捶著胸說：
神啊，開恩可憐我這個罪人。  
                                                         路1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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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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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慎所聽 
 

十誡第七誡，難道只是為了制止人的慾念？
不也是為了人當盡愛人如己的本份麼？ 

 
聖經所有律法全是基於對人的好處，曉得
尊重自己與他人，本該是人當盡的本份。
上帝以大能拯救你我脫離罪惡，作個自由
人，難道你要走回頭路，過黑暗的生活麼？ 

你們聽見有話說：不可姦淫。  
                                                         太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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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慎所見 
 

愛人如己， 
是幫助自己勿濫用自由，主動除掉惡習。 

 
上帝的標準比地上的律法高麼？不！ 
地上的律法都是以愛人如己為基準， 

只是人濫用自由，放任眼睛， 
其實是放任自己，掉在陷阱也不自知！ 

只是我告訴你們，凡看見婦
女就動淫念的，這人心裡已

經與她犯姦淫了。  
                                                         太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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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慎雙目 
 

「瞭亮」意「專一、無偽、真摯」。聖經
準確地說出了「靈魂之窗」的重要。 

 
靈魂黑暗，是因為失去了正直、誠實， 
以致活在濫用自由的轄制裡，不知去向！ 

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燈，你的
眼睛若瞭亮，全身就光明；
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  
                                                    路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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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怒氣 
 

摩西指出約書亞的怒氣不是純為正直、 
公義，是因為內心的嫉妒，以致存敵意。 

 
摩西如何面對嫉妒的惡心？ 

以感恩的心，願上帝的美意成就！ 

摩西對他(約書亞)說：你為
我的緣故嫉妒人麼？惟願耶
和華的百姓都受感說話，願耶
和華把祂的靈降在他們身上。  
                                                         民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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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檢視罪惡 
 

約書亞還未查清楚為何打敗仗便向上帝發
怨聲。上帝任由他整晚哀哭才指出問題。 

 
人是那麼的自以為是麼？甚至毫無邏輯地
向上帝發怨言？！難道上帝是虐待狂看見
人受苦而歡喜麼？若是如此，祂何必苦苦
為人類成就救恩，先付上代價呢？！ 

約書亞說：  

哀哉！主耶和華啊，你為甚
麼竟領這百姓過約但河…。  
                                                         書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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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敬畏神的心 
 

約書亞被上帝點出問題後，冷靜地查出罪
魁禍首，卻溫暖地領亞干存敬畏上帝的心。 

 
除了上帝，誰能誇口沒有犯錯呢？既是這
樣，凡事留有餘地，即或別人錯了，也給
人溫暖接納，因為律法也為建立人而設。 

約書亞對亞干說：我兒，我
勸你將榮耀歸給耶和華以色
列的神，在祂面前認罪…。  
                                                         書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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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神的愛 
 

上帝是信實的，人犯了錯，祂仍以永遠的
愛愛人；因此祂先嘗死味，為要叫人復生。 

 
愛，累嗎？愛沒有回應，痛嗎？是的！ 
愛我們的神就是如此愛我們，祂給你我是
永恆的愛，多麼感動！你，有何回應？ 

古時耶和華向以色列顯現，
說：我以永遠的愛、愛你，
因此我以慈愛，吸引你。  

                                                         耶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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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職事 
 

使徒保羅如此豪邁地宣告他對職事的忠誠，
即或死，也無悔無憾。 

 
人生找到可為之生為之死的方向，還有何
懼呢？我們的信仰所給我們的力量何等大，

這力量是從心相信，以經歷確認！ 

我卻不以性命為念，也不看
為寶貴，只要行完我的路程，
成就我從主耶穌所領受的職
事，證明神恩惠的福音。  

                                                       徒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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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交託的重要 
 

「憂慮」指擔心、關注；「顧念」指關心、
照顧；「卸」指投、丟擲。 

 
你所掛慮所擔心的事，我們的主是關心與
關注的。交託祂罷，別讓魔鬼有機可乘！ 

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神，
因為祂顧念你們。  

                                                         彼前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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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立志的價值 
 

受感動的立志，是有聖靈的帶領， 
為要成就祂的美意。 

 
基督徒常有感而無動麼？ 

你若期望經歷上帝的大能，謹記 
別忽略每個感動，並在實踐中數算主恩。 

因為你們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們心裡運行，  

為要成就祂的美意。  
                                                      腓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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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志不玷污自己 
 

但以理認真對待信仰，即或在異邦， 
受環境與人事限制，仍以上帝為首。 

 
因為沒有立志，令基督徒有太多借口陷入
試探。得勝是從立志開始，你在神面前有
立志如何保護自己過聖潔的生活嗎？ 

但以理卻立志，不以王的膳
和王所飲的酒，玷污自己。  
                                                         但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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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志考究真理 
 

以斯拉在異邦成長，返回耶路撒冷的他第
一樣要立志的，是明白上帝對民族的心意。 

 
沒有人天生就曉得聖經， 

主耶穌也要經過三十年會堂學習、鑽研， 
難道你可以例外麼？ 

以斯拉定志考究遵行耶和華
的律法，又將律例典章教訓

以色列人。  
                                                         拉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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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志與勇氣 
 

皇后以斯帖在個人榮辱與民族存亡中掙扎，
選擇了後者，不是憑個人勇氣乃靠賴上帝。 

 
犧牲要有目的，勇氣要有倚靠；同意嗎？ 

你當去招聚書珊城所有的猶
大人，為我禁食三晝三夜，
不喫不喝；我和我的宮女，
也要這樣禁食；然後我違例
進去見王；我若死就死罷。  
                                                         斯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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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志全家事奉 
 

約書亞經歷數十年，怎不知以色列人的心
硬呢？他以退為進，幫助全民立志事奉神。 

 
誰曉得人的立志能維持多久， 

但幫助人決志的重要是不容置疑， 
因為有立志才有得勝的可能。 

至於我和我家，  

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  
                                                       書2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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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星期一 



靠主不再憂愁 
 

主耶穌安慰門徒並指出告別憂愁的 
最好方法是信心，專注於祂。 

 
人若把眼光移開，不再專注自己， 

專注耶穌，以耶穌為信心對象，便會發現，
活在這世界變得更有意義了。 

你們心裡不要憂愁；  

你們信神，也當信我。  
                                                         約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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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星期二 端午節 



立志敬虔度日 
 

基督徒為何要受苦呢？ 
敬虔生活為何與這世界不相容呢？ 

 
世人都說擁抱公義、正直。試問有多少是
為了敬虔呢？你預備好會為義受苦嗎？ 

凡立志在基督耶穌裡  

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  
                                                     提後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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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