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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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8月主題：表裡如一  許淑芬牧師編寫  



表裡如一 
 

使徒約翰在第一世紀面對異端、假先知、
失見證的信徒，內心焦急，藉本書勸勉 

信徒，要過言行合一的生活。 
 

言行得以合一非靠己力，乃由於上帝的愛。
唯有活在神的愛裡，才有力量去愛。 

我們相愛，不要只在言語和舌
頭上，總要在行為和誠實上。 

                                                  約壹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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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寵要訣 
 

謹守上帝法則，愛與誠實， 
是蒙恩寵的要訣。 

 
人人都希望人見人愛，但不能乞也不能強
求，乃以生命品格換取，先以誠實與慈愛
待人，別人才曉得以你的法則待你。 

不可使慈愛誠實離開你；要
繫在你頸項上，刻在你心版
上；這樣，你必在神和世人
眼前蒙恩寵、有聰明。  

                                                    箴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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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神喜愛要訣 
 

本篇是大衛王犯罪後在神面前的深切悔悟，
他知道唯一蒙祂喜悅，重啟與神關係， 

是誠實地面對自己，承認己過。 
 

誠實面對自己本相，是基督教重要入門，
那管你多有財、有才，也不得跳過此步。 

祢所喜愛的，是內裡誠實；祢
在我隱密處，必使我得智慧。  

                                                  詩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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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畏神行動 
 

贖，原意「遮蓋」。因為上帝的善良甘心
犠牲賜下救恩，遮蓋人的罪；但人不再犯
罪，唯一之道，敬畏上帝，遠離惡事。 

 
我們不能濫用上帝的憐憫，要自愛自潔，
遠離惡事，守護自己不犯罪，與神相近。 

因憐憫誠實，罪孽得贖；  

敬畏耶和華的，遠離惡事。  
                                                  箴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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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外不一 
 

「法利賽」名意是「分開、分離」， 
他們的初心是要分別為聖事奉上帝。 

 
基督徒別忘初心，上帝所悅納的是內裡誠
實。難道我們藉因信而稱義，今卻靠尊嚴
外表受尊重嗎？基督徒得人尊重，不是 
因為你有多好，乃因為你的神有多勁！ 

你這瞎眼的法利賽人，  

先洗淨杯盤的裡面，  

好叫外面乾淨了。  
                                                  太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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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注意之事 
 

法利賽人的初心是渴望有美好見證，給人
亮眼，但久而久之卻忘記了重點不在外表，
而是從內心有的善美，才是真善美。 

 
從歷史角度看，基督徒是最具影響世界的
一群；為何今天只成了眾多宗教的一種？
到底有何問題，人難以藉我們遇見上帝呢？ 

造外面的，不也造裡面嗎？
只要把裡面的施捨給人，  

凡物於你們就都潔淨了。  
                                              路11: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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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貌與內心 
 

撒母耳遵從上帝往耶西家膏立新王， 
並教導他當俱備屬靈慧眼看上帝的心意。 

 
你今天也俱備屬靈的眼光看上帝的旨意麼？ 

耶和華卻對撒母耳說：不要 

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 

我不揀選他，因為耶和華 

不像人看人，人看外貌， 

耶和華是看內心。 
                                                  撒上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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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上帝 
 

基督徒最大的心願是與永生神相遇， 
誰能與祂同住呢？ 

 
上帝藉基督道成肉身， 

有如會幕在人間，體現祂的同在。 
但按你現時境況，祂的住處會是如何呢？ 

誰能寄居祢的帳幕；  

誰能住在祢的聖山？  
                                                     詩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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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實的人 
 

凡願意神同在的，只有一步簡單行動，就
是卸下裝甲，以本相並誠實的心與祂同行。 

 
誠實有幾難？我們得承認，人的不誠實是
要保護自己、捍衛權益？但，行得通嗎？ 

就是行為正直，作事公義，
心裡說實話的人。  

                                                     詩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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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待人的人 
 

真正誠實正直的人，是善待他人的人。 
 

讒謗、惡待、毀謗，都是在自以為義之下
做的；真正良善的人，是謙卑自己、 

體諒他人、善待人的人。 

他不以舌頭讒謗人，不惡待
朋友，也不隨夥毀謗鄰里。  

                                                  詩15:3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8月主題：表裡如一  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7              八月 

10 
星期四 



自尊的人 
 

誠實正直的人是個有自尊的人，有清楚定
見與原則，不會因別人如何而隨意改變。 

 
在別人向你懷惡意時，你態度如何？ 

攻擊？消沉？維持原則？ 

他眼中藐視匪類，卻尊重那
敬畏耶和華的人；他發了誓，
雖然自己喫虧，也不更改。  

                                                  詩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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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搖的人 
 

真正誠實正直的人，不受財利迷惑， 
以致信心堅強，不被動搖。 

 
名、利、色是直接衝向沒有自尊，亳無原
則的人；要不受其影響，一切從立志開始。 

他不放債取利，不受賄賂  

以害無辜。行這些事的人，  

必永不動搖。  
                                                  詩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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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完全的神 
 

大衛在逃避掃羅追殺時，仍高聲向上帝說
「我愛祢」。他無懼被追殺麼？不！但他
相信上帝的公義，因此心存敬畏，不借機
殺人，也不求別的幫助，只緊緊倚靠祂。 

 
人靠自己不可能成為完全，因人的標準會
因時制宜；因此，別自以為義地伸張公義，
要仰賴上帝，愛祂、順服祂，祂必引領！ 

唯有那以力量束我的腰，  

使我行為完全的，祂是神。  
                                                  詩1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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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善之要道 
 

順服且遵行神的話，是成聖之路不二之法。 
 

基督徒不敢確信可以擁有聖潔生命？是因
為在思想上不順服遵行神的話，實際生活
上也顯得污穢？謹記，行善要道，返回基
本步，遵行神的話，便能潔淨所思所行。 

少年人用甚麼潔淨他的行為
呢？是要遵行祢的話。  

                                                  詩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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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保守之道 
 

人種什麼、收什麼；這是普世真理。 
 

有人問基督徒與非基督徒有何分別， 
面對問題，還不是得靠自己解決麼？ 

不錯，因果定律是上帝所定，不論你是誰
也得遵從；重點是，人靠自己只能做可做
的事，倚靠上帝卻經歷不可能的幫助。 

行為正直的，有公義保守；  

犯罪的被邪惡傾覆。  
                                                  箴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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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福樂之道 
 

上帝對義人的安慰是， 
他們所作的他們得以享用。 

 
惡人行惡，他們要保住所貪戀的名利色。
有藉口說這是身不由己？只是捨不得罷？！

人要謹慎：種什麼、收什麼。 

你們要論義人說：  

他必享福樂；因為要喫  

自己行為所結的果子。  
                                                  賽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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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赦免之道 
 

上帝對惡人的憐憫是何等寬鬆， 
只要他們願意放下惡行，上帝便既往不究。 

 
別說上帝不公平罷！ 

祂對你還不是如此寬容嗎？ 

神察看他們的行為，  

見他們離開惡道，祂就後悔，  

不把所說的災禍降與他們了。  
                                                  拿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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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負責任 
 

上帝是公義的， 
惡人不可能逃避上帝公義的審判。 

 
基督徒是安然等候主再來，不用憂心行為
受報。我們既然藉主耶穌已還清罪債， 

今天當為主而活，為主所用。 

人子要在祂父的榮耀裡，同
著眾使者降臨；那時候，祂
要照各人的行為報應各人。  

                                                  太1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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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選道路 
 

上帝是公義的，祂定罪是基於人的惡行。 
 

愛黑暗的人的生活狀態會是如何？ 
不但自己生活無光，帶給別人的也是痛苦。 
你已走出黑暗，朝向那遠遠光明的一點前
行嗎？別怕，光與暗爭鬥，光永遠得勝！ 

光來到世間，世人因自己的
行為是惡的，不愛光倒愛黑
暗，定他們的罪就是在此。  

                                                  約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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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潔之道 
 

基督徒當儆醒，因在地上要經歷的是一場
戰爭，要拿著光明的兵器對抗黑暗。 

 
基督徒的戰場非跟人比併，而是為了愛上
帝所愛的靈魂，跟屬靈惡魔搶奪。你手上
唯一的兵器，就是神的道，掌握好了嗎？ 

黑夜已深，白晝將近；  

我們就當脫去暗昧的行為，
帶上光明的兵器。  

                                                  羅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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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與行之要道 
 

心裡的相信，要藉口裡承認給確認； 
你愛上帝，也要藉服侍行動來明證。 

 
人間愛情也要海誓山盟、細水長流來明證；
聖經明示，愛上帝的人必定以服侍行動來

印證；上帝也尊重凡服侍祂的人。 

這樣，  

信心若沒有行為就是死的。  
                                                      雅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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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之道 
 

雅各以亞伯拉罕獻以撒的信心行動來挑戰
信徒，以行為印證信心令挑剔者閉口無言。 

 
基督信仰絕不是形而上學，而是實際顯於
生活。若相信上帝是美善源頭，則面對苦
難不會與神對抗；若相信上帝不偏待人，
則面對貧富也不會偏心對待；若相信上帝
啟示就是真理，則實踐時不會左右而言他。 

可見信心是與他的行為並行，
而且信心因著行為纔得成全。  

                                                       雅2:22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8月主題：表裡如一  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7              八月 

22 
星期二 



生命轉變之道 
 

聖經真理從不模糊，基督徒生命得以轉變，
是從放下謊言，以心靈誠實敬拜神開始。 

 
上帝是信實(即誠實)的，人與祂相遇，唯
有放下舊人的裝甲，坦承自己本相，得與
祂面對面，才經歷生命自由的平安喜樂。 

不要彼此說謊；因你們已經脫
去舊人，和舊人的行為，穿上
了新人；這新人在知識上漸漸
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像。 
                                                  西3: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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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人歸主之道 
 

聖經的提醒從不拐彎抹角，能榮耀上帝的，
不是你說了的，乃是你所表現的。 

 
基督徒為何要在外邦人中品行端正？ 
只因為上帝的榮耀。你願意嗎？ 

你們在外邦人中，應當 

品行端正，叫那些毀謗你們是
作惡的，因看見你們的好行為， 

便在鑒察的日子，歸榮耀給神。 
                                                  彼前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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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神益人之道 
 

主耶穌點出榮耀上帝之道，不是你說了什
麼，乃是你的行為跟你所信是否相稱。 

 
「基督徒」源於外邦人認出門徒是跟從基
督的，稱他們為「基督人」。無論是嘲諷
或欣賞，終歸是讓人認出基督的特質。 

你平常生活流露了基督徒有的甚麼特質呢？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
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
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  

                                                     太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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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保護之道 
 

本篇是求告詩，主耶穌在十字架上曾引用
其中一節，把自己的靈魂交託天父。 

 
主耶穌默然承受痛苦，祂所承受的是為了
你我。你正承受莫名的苦害麼？交託罷！
有如主耶穌經歷的是成就了上帝的心意。 

耶和華的聖民哪，你們都要
愛祂；耶和華保護誠實人，
足足報應行事驕傲的人。  
                                                  詩3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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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靈 
 

人與動物最不同之處，人是有靈的活人，
能與永恆的上帝溝通。 

 
上帝的靈居於人的心裡，不是監視， 

而是鑒察，不用惶恐慌亂，而是平安喜樂。 
試問，祂居於你心裡，祂心滿意足嗎？ 

人的靈是耶和華的燈，  

鑒察人的心腹。  
                                                  箴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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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誠實 
 

「誠實」可譯「堅固」； 
「不免受罰」原意是「被清空」。 

 
世界的迷惑是誠實的，與它相遇的都是受
它迷惑的人；而堅固的人得以堅固，是因
為他們有堅定的意志。不受名利色所惑，

便能脫離名利色的轄制。 

誠實人必多得福，  

想要急速發財的，不免受罰。  
                                                  箴2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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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敬拜 
 

一顆誠實的心靈，是上帝可以同在的心靈。 
 

誠實與謊言長年抗爭。愛謊言者都是為了
保護自己罷？其行動，在別人看來可能是
多麼笨拙啊！敬畏上帝的是智慧的開端，
以心靈誠實向上帝敞開的，必經歷更豐盛
的人生。你的心靈願意向上帝敞開嗎？ 

神是靈；所以拜祂的，  

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祂。  
                                                  約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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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真正的倚靠 
 

「誠實」可譯「對準」。 
上帝正尋找對準祂的人；那人未必是完全，

祂卻樂意顯大能幫助這樣的人。 
 

上帝的眼目遍察全地時，會看見甚麼？ 
祂又會看見你是個怎樣的人呢？ 

耶和華的眼目遍察全地，要顯
大能幫助向祂心存誠實的人。 

                                                  代下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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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生之道 
 

本篇是詩人被人迫害，願意敞開心靈求上
帝鑒察，讓上帝為他主持公道。 

 
若人在患難中相信有一位鑒察人心靈的神，
還會有甚麼焦慮或愁苦呢？創天造地有大
能的上帝與你同在，還有甚麼害怕呢？ 

神阿，求祢鑒察我，知道我的
心思；試煉我，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裡面有甚麼惡行沒有，

引導我走永生的道路。 
                                             詩139: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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