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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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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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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懷憐憫 
 

這是聖經一貫的原則，若要人怎樣待你， 
你也要怎樣待人。 

 
基督徒不能一方面白白享用上帝恩典， 
另一面卻戴著有色眼鏡按別人行為而決定
待他人的態度；聖經原則是省思自己， 
以合上帝心意的態度，心懷憐憫待人。 

因為那不憐憫人的，  

也要受無憐憫的審判；  

憐憫原是向審判誇勝。  
                                                         雅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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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憐憫之道 
 

本節「必」字，指引人對人當有的態度。 
 

很多人與人關係不和， 
其中的原因是對人有太多的計算。 
放開罷！厚待別人倒是得福之路！ 

憐憫人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們必蒙憐憫。  
                                                         太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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憐憫貧者 
 

以色列人從建國開始， 
上帝已囑咐祂子民要恩待寄居的、貧乏的， 
提醒他們自己也曾是寄居、是貧乏的。 

 
基督教的信仰不單單是導人向善，更是要
改變人的心思意念，整個人成為善良。 

憐憫貧窮的，就是借給耶和華；
他的善行，耶和華必償還。  

                                                         箴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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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神的性情有份 
 

作者激勵信徒要在德行上長進，但非靠己
力，而是藉上帝的應許，分享祂的屬性。 

 
聖經「憐憫」可譯作「愛」。上帝因為愛，
知道人無力靠自己與祂復和，便成就救恩，
並指引方向，尋得祂蹤跡。你明白麼？ 

因此祂已將有寶貴又極大的
應許賜給我們，叫我們既脫
離世上從情慾來的敗壞，  

就得與神的性情有份。  
                                                        彼後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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憐憫人的神 
 

本書指出無論猶太人或外邦人都犯了罪，
需要上帝的救贖，得享被赦免的平安喜樂。 

 
我們本都是罪該萬死，祂卻如此卑微，做
足功夫，成就一切，只為要我們承認己罪。

你仍無動於衷麼？ 

因為神將眾人都圈在不順服
之中，特意要憐恤眾人。  

                                                     羅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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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出一步 
 

猶太人把十誡中的安息日規範化， 
卻忘了律法的精要，安息日是為人設立的。 

 
真正良善的人遇見該做的事，只尋找方法
竭力幫助別人，那管受助者是敵人， 

都不能攔阻其善良的行動。 

你們中間誰有驢或有牛，  

在安息日掉在井裡，  

不立時拉牠上來呢？  
                                                         路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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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幫助 
 

在記載耶穌生平中，耶穌叫死人復活只有
三次，都是憐憫人，見證上帝對活人的愛。 

 
耶穌絕對可以天天「叫死人復活」成「生
招牌」；但這不是領人悔改歸向上帝之道，
可能令人更戀慕地上，看不見永恆之事。 

基督徒也不要忘記這幫人之道。 

主看見那寡婦，就憐憫她，
對她說：不要哭！…  

                                                         路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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憐憫困苦流離者 
 

「困苦」意「被麻煩、打擾」； 
「流離」指「被丟下」。 

 
人若在流離困苦中，可以作甚麼？掙扎求
存、不擇手段？還是自暴自棄、害己及人？

他們都需要福音，你說呢？ 

祂見有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
因為他們困苦流離，  

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  
                                                         太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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憐憫軟弱的 
 

很多人守候耶穌，無論是 
千辛萬苦自己前來或是被親朋好友帶來的， 

他們都有所求，耶穌憐憫他們。 
 

有所求者遇見耶穌的機會大增，只怕很多
人心存懷疑、輕視；沒有信心伴隨是難以
經歷耶穌是真神，也難以得到上帝的垂憐！
難怪在那些人看來，弱者才信耶穌！ 

耶穌出來，見有許多的人，就
憐憫他們，治好了他們的病人。 
                                                         太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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憐憫困苦的 
 

這位父親已經尋找過很多方法，仍找不到
出路，惟有俯伏在主面前，求主憐憫。 

 
主耶穌憐憫這位父親所求， 

卻指出門徒沒有能力之因，欠缺信心。 
信心是從禱告而來，禱告的能力是從對上
帝的認識並心存謙卑順服上帝而經歷。 
但願基督徒操練信心，從禱告開始。 

主阿！憐憫我的兒子；他害癲
癇的病很苦，屢次跌在火裡，

屢次跌在水裡。 
                                                        太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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憐憫為懷 
 

本篇是作者感激上帝的拯救， 
惟獨上帝能拯救他脫離死亡的威嚇。 

 
死亡並不可怕， 

最可怕的是不知道死亡後的結局。 
聖經是人類的希望，指引人永生的方向， 

不再受死亡的威嚇。 

耶和華有恩惠，有公義，  

我們的神以憐憫為懷。  
                                                     詩1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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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愛不變 
 

本段預言以色列即或遭上帝審判，上帝的
慈愛永不離開他們，因為上帝是守約的神。 

 
人的愛會因環境與人事變遷， 

但上帝的愛不離不棄，永不改變。 
祂如此執著地深愛你，你還有何懼？ 

大山可以挪開，小山可以遷移；
但我的慈愛必不離開你；  

我平安的約也不遷移。  
                                                         賽5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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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機會 
 

先知呼籲背約者回轉。 
上帝沒有不能赦免的罪，只欠你願意的心。 

 
這一生是我們可尋求上帝的機會， 
當生命結束時，你還有機會把握嗎？ 
上帝正等待你，你願意回轉歸向祂嗎？ 

當趁耶和華可尋找的時候尋
找祂，相近的時候求告祂。
惡人當離棄自己的道路；  

不義的人當除掉自己的意念。  
                                                    賽5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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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愛與憐憫 
 

慈愛，是名詞；憐憫，可譯愛，是動詞，
兩字放在一起，強調上帝愛的豐盛、廣大。 

 
作者認識上帝不是殘忍者，即或面對苦難，
相信上帝仍會施恩；因此，在苦難中更要
緊緊地倚靠神，告訴祂，靜待祂的幫助。 

主雖使人憂愁，還要照祂諸
般的慈愛發憐憫。因祂並不
甘心使人受苦，使人憂愁。  
                                                 哀3: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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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罪者得福 
 

本節上文指出惡人興起，人便躱藏； 
義人得志卻得尊榮。這是邦國興衰的真理。 

 
基督教入門是由認罪開始，也是人改變命
運的轉捩點。承認己過要有莫大勇氣， 
是正視自己的勇氣。一個願意正視並 
改變自己的人，其生命必越變越美。 

遮掩自己罪過的，必不亨通；
承認離棄罪過的，必蒙憐恤。 
                                                         箴2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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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候者得福 
 

猶太人拒絕安靜得力，上帝便隱藏靜待他
們，也讓他們學曉呼求時從靜待中得力。 

 
原來當我們感到一切靠自己也無妨之時，
上帝會站在一邊；到了你重新專注上帝，
祂便改變狀態，指引你路，不再躱藏。 

耶和華必然等候，要施恩給你
們；必然興起，好憐憫你們。
因為耶和華是公平的神；  

凡等候祂的都是有福的。  
                                                     賽3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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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的愛 
 

上帝以母親對吃奶嬰孩那份不可能忘記的
顧念，來形容祂對屬祂子民的愛。 

 
上帝讓耶穌道成肉身的那一刻，全然感受
何謂苦難。祂為了甚麼？還不是為了顧念
你我得釋放，命運得改變麼？祂明白你如
今的苦與痛，來讓祂安慰你，幫助你罷！ 

婦人嫣能忘記她吃奶的嬰孩，
不憐恤她所生的兒子？即或
有忘記的，我卻不忘記你。  
                                                       賽4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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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的愛 
 

「憐恤」可譯作「愛」。聖經強調父親在
兒女生命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是兒女
的支柱，指引兒女走正路，一生蒙福喜樂。 

 
即或這個時代很多父親失去角色，撐不起
兒女，令兒女困惑失方向；也要仰望天上
的爸爸，祂默然愛你，認識你，給你堅定
的指引，賜你生命充滿陽光，平安喜樂。 

父親怎樣憐恤他的兒女，  

耶和華也怎樣憐恤敬畏祂的人。 
                                                詩1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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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的忍耐 
 

為何耶穌要忍受罪人的頂撞呢？為了憐憫，
令你我能重拾喜樂與希望，祂甘心忍受。 

 
世界為何有苦難？因為這個世界是由罪人
管理；耶穌基督的死與復活已得勝苦難，
留下平安；祂所忍受終歸帶給你我福樂；
你願意跟祂腳蹤，以致引領罪人認識祂嗎？ 

那忍受罪人這樣頂撞的，  

你們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  
                                                         來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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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的恩賜 
 

「不喪膽」即「不灰心」。基督徒蒙了上
帝憐憫承擔職分，在執行任務時不要灰心，
即或面對頑梗者也當心存憐憫，體會自己
昔日境況今也蒙福，便竭力為主得人。 

 
不灰心的意思是積極、有魄力、打不死。
但願人因你我倚靠主而有的持久耐力， 
同蒙上帝憐憫，得著永恆的祝福。 

我們既然蒙憐憫，  

受了這職分，就不喪膽；…  
                                                         林後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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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耀的職分 
 

基督福音真光，要照亮被這世界的神弄瞎
了心眼的人。基督徒所領受的是榮耀的職
分，生命再不昏暗，行為再不暗昧。 

 
基督福音最有影響力的，是人能從你身上
看見福音，以致順服基督，歸向上帝。 

乃將那些暗昧可恥的事棄絕了，
不行詭詐，不謬講神的道理，
只將真理表明出來，好在神面
前把自己薦與各人的良心。 

                                               林後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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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善勝惡 
 

「以善勝惡」這話看起來甚難，卻是普世
真理；試問「以暴易暴」能維持多久呢？ 

 
歷史學家說，教會歷史是用血寫成的。 

聖經所論的一言一行，絕不是離地的空談，
而是以生命見證的真理。 

你不可為惡所勝，  

反要以善勝惡。  
                                                     羅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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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敬畏上帝 
 

大衛沒有把有違真理的事合理化。 
敬畏上帝的態度幫助他免犯大罪。 

 
是就是，非就非；美化惡事，上帝必審問！ 

我(大衛)指著永生的耶和華起
誓，他或被耶和華擊打，或是
死期到了，或是出戰陣亡。我
在耶和華面前，萬不敢伸手害

耶和華的受膏者。  
                                            撒上26: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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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善待人 
 

難道掃羅不知道自己所做的是錯嗎？ 
無論他出師如何合理化，面對不該恩待他

的人，他本善的心也難掩蓋。 
 

上帝造人是以祂的形象與樣式，即或被罪
惡渲染了，上帝要光照他，必無所遁形。 

(掃羅)對大衛說：  

你比我公義；因為你以善待我， 

我卻以惡待你。  
                                                     撒上2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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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剛硬者 
 

耶穌的怒目與內心的憂愁，成了強烈對比，
這才是純正的義怒。 

 
當你與別人鬧意見，你看對方為心裡剛硬，
是犯錯者，無論是朋友或是敵人，你的心
是憂愁還是仇恨？別把自己行為合理化，
因為有一天各人都要到主的台前交賬。 

耶穌怒目周圍看他們， 

憂愁他們的心剛硬。 
                                                可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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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惡者 
 

主耶穌天天都活在別人的監視下，要捉祂
的把柄，祂卻沒有自怨自艾或是抑鬱狂躁，

只沉著面對，見招拆招。 
 

主耶穌的冷靜，充滿智慧，令人順服， 
是因為祂內心的正直，對人堅定的愛， 

一切全為對方好處著想的對答，令人動容。 

耶穌看出他們的惡意，就說：
假冒為善的人哪，  

為甚麼試探我？  
                                                         太2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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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嫉妒紛爭 
 

主耶穌沒有因門徒的嫉妒紛爭而大發雷霆，
也沒有因他們不能體貼自己的憂愁而自憐；
只用簡單具體例子說明真理，讓他們深思。 

 
耶穌沒有怪責門徒不懂分辨屬地與屬天的
事，祂願意耐心教導，你願意謙卑聆聽嗎？ 

耶穌看出他們心中的意思，
就領一個小孩子來，  

叫他站在自己旁邊…。  
                                                       路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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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敵人 
 

耶穌教導門徒如何面對敵人，為他們禱告。 
 

任何人面對敵人時的情緒都是難受，還要
禱告？求甚麼呢？求上帝幫助自己如祂的
完全，忍耐罪人，令這人自省，悔改歸主。 

只是我告訴你們，要愛你們的
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 
                                                         太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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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候復興 
 

以色列人在外邦中生活，可以怎樣？不是
反抗或是氣餒，倒是積極等候，靜待復興。 

 
何必在困苦時找因由，令痛苦增加呢？ 

倒要緊緊倚靠上帝，或喜或憂， 
祂是你的支點，是你得力之源。 

耶和華啊，求祢在這些年間
復興祢的作為，在這些年間
顯明出來；在發怒的時候，

以憐憫為念。  
                                                         哈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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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在主愛裡 
 

人生苦難從始祖犯罪起，沒完沒了。 
 

屬神的人惟一的出路是仰望基督， 
找緊真道，藉著禱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
愛裡，你生命的力量，必存到永恆。 

你們卻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
自己，在聖靈裡禱告，保守自
己常在神的愛中，仰望我們主
耶穌基督的憐憫，直到永生。  
                                                       猶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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