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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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思主耶穌在旁，祂會怎麼做？鼓勵跟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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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主題：榮神益人  許淑芬牧師編寫  



榮耀神 
 

本篇是詩人責備以色列人錯誤的獻祭， 
糾正他們真正榮耀神的祭，是感謝的心。 

 
獻祭本是立約子民跟上帝正常關係的必然
行動，猶如基督徒會讀經禱告靈修一樣。
但當人無心於行動上，難道上帝仍祝福麼？
祂所重視的不是你的行動，乃是你的心。 

凡以感謝獻上為祭的，便是榮
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

使他得著我的救恩。 
                                                     詩5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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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缺神的榮耀 
 

無論猶太人或外邦人都虧缺了神的榮耀；
因為人犯罪，再不能從人的身上看見神。 

 
上帝擔心失去了祂的榮耀麽？不！ 
祂所緊張的是人生命的欠缺， 

當行公義之時欠勇氣，顯慈愛之時欠憐憫， 
人還有何價值呢？祂藉著耶穌作了挽回祭， 

人可重新活出人當有的生命力量。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  

虧缺了神的榮耀。  
                                                       羅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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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形像 
 

縱然上帝以洪水審判人類罪行， 
卻仍改不了人的被造是按祂的形像。 

 
上帝與人重新立約，目的是為了記念， 
祂對人的愛是多盡心啊！我們當如何 

在生活中活現祂的形像呢？  

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像造的。 
                                                        創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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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行的路 
 

以色列人頑梗拜偶像，以致上帝在他們中
間行奇事、顯大能，他們不得不榮耀歸神。 

 
上帝有極寬厚忍耐的心，沒有在以色列人
頑梗背叛時毀滅之，反倒親自將聖言指引
人，甚至差遣獨生愛子勸勉人走當行的路。
祂所作的一切是為人的好處，你明白麼？ 

我是耶和華你的神，  

教訓你使你得益處，  

引導你所當行的路。  
                                                     賽4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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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神的人得益處 
 

本書核心信息是「因信稱義」，指出無論
猶太人外邦人都是因信領受神白白的救恩；
而愛神的人面對生活際遇逆境，卻從愛神

的經驗中經歷好處。 
 

這個世界已被罪惡敗壞，基督徒不討求一
生順利，要為在順逆中經歷神禱告。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

祂旨意被召的人。  
                                                     羅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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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鄰舍得益處 
 

本章指出人際間爭拗似乎普遍，卻要知道
體驗真喜樂平安，必須是放下求自我 
喜悅的心；要以別人的好處為目的， 
你的人生才散發希望，滿有平安。 

 
這時代最需要的是甚麼呢？是希望。 

你的生命能帶給人希望，領人享真平安嗎？ 

我們各人務要叫鄰舍喜悅，
使他得益處，建立德行。  
                                                     羅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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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人得益處 
 

聖靈是印證耶穌是神的兒子、是真理；基
督徒隨從聖靈，是叫人得好消息、得益處。 

 
聖靈居於基督徒內心，互相印證聖善的靈

的同在，是聖潔、是美善的生活。 

聖靈顯在各人身上，  

是叫人得益處。  
                                                     林前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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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潔 
 

上帝用盡方法使人得著祂的救恩， 
目的是與我們復和，與人同在， 

並將祂的聖潔與人分享。 
 

世人追求著自由麼？卻越見污穢敗壞。別
被世界欺騙，真自由不在放縱，乃在聖潔。 

生身的父都是暫隨己意管教我
們；惟有萬靈的父管教我們，
是要我們得益處，使我們在祂

的聖潔上有分。 
                                                     來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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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人 
 

羅馬百夫長見慣惡人臨離世的表現；但耶
穌的與眾不同令他不得不見證祂是義人。 

 
義人的表現突出所在風雨的日子， 
被罵不還口，受害不說威嚇的話， 
只將自己交託那按公義審判人的主。 

百夫長看見所成的事，就歸
榮耀與神說，這真是個義人。  

                                                     路2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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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治 
 

耶穌在面對即要來的困局，仍顯出祂的溫
柔與大能；他沒有讓那兵丁成為混亂中的
犧牲者，倒是在人都不在意時，醫治了他。 

 
若你是那兵丁有何感受？面對所謂自身難
保者，卻縱容不迫地關愛自己。今天你所
面對的困難，耶穌必定關顧，交託祂罷！ 

耶穌說：到了這個地步，由他
們吧！就模那人的耳朵，把他

治好了。 
                                                     路2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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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言 
 

耶穌在被釘傷的痛苦中，仍留心人的需要，
給人恩言。 

 
人在痛苦中多是忘記別人只知道自己的苦；
主耶穌給了我們榜樣；因有祂同在，一切
痛苦都能跨過；卻要關心受苦者，願人認
識那把我們的痛苦都擱在祂身上的神！ 

耶穌對他說：我實在告訴你，
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裡了。  
                                                     路2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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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救 
 

當獄卒看見使徒們對他如此眷顧關愛，產
生敬畏上帝並愛慕真道的心，以致得救。 

 
愛人如己的生命絕不受虧損。有人以為以
愛待人會受委屈，會被欺負，卻未嘗到這
樣生命才令人羨慕，且有強大的影響力。 

當信主耶穌，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徒1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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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歸天父 
 

光照在人前，是自然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耶穌是光，跟從祂的人也必成為光。 
光的作用，是指引人走正路，並從你我 
身上找到這就是真理，榮歸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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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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造就人 
 

基督徒的自由， 
是有能力選擇過愛人如己的生活。 

 
人以為沉溺於惡習是自由麼？不！ 
這只能給自己及別人帶來不幸。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  
                                                     林前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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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榮耀神 
 

信仰就是生活。習慣了每事以神為中心，
也就在每事上都能榮耀神。 

 
人類最大的不幸是犯罪污染了大地並離開
了神；最大的罪是以自我為中心仍沉溺不
認罪。一個為別人益處而行的人必榮神； 

只為自己而活的必損人。 

所以你們或吃或喝，無論作
甚麼，都要為榮耀神而行。  
                                                     林前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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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說實話 
 

實話是相對於謊言。謊言是為了自我保護；
卻不知道成了人際關係的阻隔。 

 
即或說謊者認為謊言是為他人好處，卻無
可推諉仍心存不安；被發現後更成為人與
人之間無形的隔閡。要謹記，成熟且誠實
的實話，帶給人是安慰、安全、安穩。 

你們要棄絕謊言，各人與鄰舍
說實話，因為我們是互為肢體。 
                                                         弗4:25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11月主題：榮神益人  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7             十一月 

16 
星期四 



當不給魔鬼留地步 
 

生氣時容易墮入魔鬼圈套，越想越不甘心、
氣餒、委屈，越是自憐、苦毒。 

 
要有強大意志拒絕魔鬼，生氣時心仍存愛，

保護自己不掉入魔鬼的網羅裡。 

生氣卻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
日落，也不可給魔鬼留地步。 
                                                     弗4: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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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努力作正經事 
 

昔日奴僕偷竊主人東西，想必是普遍的事；
信了主的僕人要建立誠實文化，實不容易。 

 
在「人人都是如此」的氣氛下，基督徒有
否勇氣以身作則，在上司轉背時不偷閒，
別人不知不覺時不自取，人都佔便宜之時
持誠信。不為他人，只為討主喜悅！ 

從前偷竊的，不要再偷；  

總要努力，親手作正經事，
就可有餘分給那缺少的人。  

                                                     弗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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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說造就人的話 
 

別以為現代人才說穢言，早於兩千年前已
有教導。凡曖昧、猥瑣、侮辱性的助語詞，

基督徒都不該說。 
 

基督徒生命尊貴顯於言語行為。 
生命因為經歷神大愛而徹底改變。懂得敬
神愛人，不但自己得福也能祝福別人。 

污穢的言語一句不可出口，
只要隨時說造就人的好話，

叫聽見的人得益處。  
                                                     弗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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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除掉惡行 
 

苦毒到惡毒是一個由心到行的進程。 
聖經改變人的生命，由心開始。 

禁止了苦毒，惡毒便不會「長成」。 
 

惡毒的長成必經歷過無數階段，是人的選
擇。要選擇除掉惡行，必先從心調整。 

一切的苦毒、惱恨、忿怒、
嚷鬧、毀謗，並一切的惡毒，

都當從你們中間除掉。  
                                                     弗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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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愛人如己 
 

愛人如己，非按自己標準，乃按渴望別人
如何體貼自己需要般來待別人。 

 
上帝的標準高麼？是的。因為人最大的困
難是超越自我中心，以給別人幸福為目標，

來建立健康的人際關係。 

因為全律法都包在「愛人如己」
這一句話之內了。 

                                                     加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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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尊敬主 
 

上帝是公義的，必按各人的行為來審判。 
 

信仰不可能是「擺門」，心裡所充滿的口
裡便說出來。人若心存敬畏神的心，那會
隨便辱罵、輕看別人呢？基督徒當自省其
言語行為，去了解、去對付，讓生命改變。 

欺壓貧寒的，是辱沒造他的主；
憐憫窮乏的，乃是尊敬主。 
                                                     箴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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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不受轄制 
 

知識是叫人自高。人若只知道何事可行或
不可行，卻無力控制，又有何益呢？ 

 
唯有謙卑承認自己的限制，逃離試探， 
謹慎生活，靠著聖靈的提醒不斷改正， 

生命才有價值，生活才有見證。 

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
凡事我都可行，但無論哪一件，

我總不受它的轄制。 
                                                    林前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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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以身子榮耀神 
 

人的靈魂與身子是不可分割。 
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不單救我們脫離永
刑，也要救我們勝過試探，過有道德的生

活，叫想要批評的人啞口無言。 
 

為何魔要要破壞人道德生活？ 
還堂而皇之令人反感傳統道德。目的顯而
易見，要破壞人身體，令人厭惡自己， 

彼此仇恨，沒完沒了。 

因為你們是重價買來的，所
以要在你們的身子上榮耀神。  
                                                     林前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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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結出子粒 
 

耶穌為何死得如此羞辱？是反映偽善者不
能容忍真善美；但耶穌的死卻成了代贖。 

 
我們不用被釘死於十字架，卻要以勇氣承
認有罪，便被稱為義，以致我們每天都是

新的，重新開始，滿有盼望。 

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
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  

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約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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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祕決 
 

保羅隨便分享卑賤與豐富的處境，可能是
飽足、有餘或是飢餓、缺乏，對他來說都
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主裡就有力量。 

 
很多人誤以為外在有好條件，內在便滿足；
倒相反，內心有平安滿足才得力應付外界。 

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
處豐富；或飽足、或飢餓；或
有餘、或缺乏；隨事隨在，我

都得了祕訣。 
                                                     腓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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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能力的祕訣 
 

保羅指出基督徒內在力量全因有主耶穌內
住，便有力量面對四面受敵並各樣逼迫。 

 
現代信徒面對的是怎麼樣的逼迫呢？與昔
日無異，同樣要有勇氣跟隨耶穌，被譏笑
不懷怒，被冷待不介懷，被拒絕不氣餒…。 

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裡，
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  

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  
                                                     林後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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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耀神祕訣 
 

保羅指出事奉的人清晰的目標，是使人得
益處，以致人心存感恩，歸向神、榮耀神。 

 
一般人若有目標且專注於達成必有所成，
同樣，基督徒若專注生活榮神益人， 
其生命必成為光影響在黑暗裡的人。 

凡事都是為你們，好叫恩惠
因人多越發加增，感謝格外
顯多，以致榮耀歸與神。  

                                                     林後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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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星期二 



福音要遍傳 
 

這是主耶穌點出福音在末世的價值。人可
能承受著戰爭、飢荒、瘟疫等苦楚，卻因
得著福音，外在的就算不得甚麼了。 

 
末世最能正面影響人的美事，就是幫助人

信福音，使人今生永恆都得好處。 

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
對萬民作見證，  

然後末期纔來到。  
                                                     太2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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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福音盛會開幕 



神的榮耀要在地 
 

這是一篇以色列人被擄歸回後犯罪，詩人
求告上帝仍施慈愛不要發怒，說出了得救
恩的簡單卻要以意志離惡歸神的重要選擇。 

 
願上帝藉敬畏祂的人，如何跟祂旨意而行，
愛人如己並傳主福音，以致上帝的榮耀藉

你我彰顯於地！ 

祂的救恩誠然與敬畏祂的人相
近，叫榮耀住在我們的地上。 

                                                     詩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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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福音盛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