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年信息意念來自楊鍚鏘著《召命——以
生命回應神的召喚》。召命，是信仰核心
的一個基本觀念；上帝呼召全人以生命回
應祂，這就是召命。但人犯罪後思想扭曲，
未能活出上帝創造人的真我！透過每天靈
修，讓上帝的話剖開我們的心思意念，超
越舊我的局限，活出門徒當有的豐盛人生。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1月主題：清楚召命  許淑芬牧師編寫  



一個召命 
 

保羅為主被收在監裡，沒有苦惱，也沒有
埋怨，仍滿有喜樂與信心，因他只有一個

目標，就是得著耶穌要他得的。 
 

一年之始，要再認清目標與方向，別讓忙
碌佔據內心，失去方向，也失去祝福！ 

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
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
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
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  

                                                  腓3: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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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神的必得益處 
 

「互相效力」意一起工作。上帝是創造主，
掌管一切，緃然人犯罪後破壞了大地，但
祂仍是掌權者，祂是人類唯一的倚靠。 

 
這個世界令人感到焦慮、失控了嗎？要相
信神，凡愛祂的必在人生順逆之旅得益處。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就是按祂旨被召的人。  
                                                  羅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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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話指示人的道路 
 

本段25至32節核心指出神的話指示人的路；
詩人在25及28節兩次說「按著祢的話」，
指出他在人生極坎坷的日子，是因神的話
「救活」，即復甦；「堅立」，即起來。 

 
人生沒有多少次貼近「塵土」即離死不遠，
但就在人生逆境時，卻是考驗你與神的關
係，經歷祂給力量，還是你已遠離祂？！ 

我的性命幾乎歸於塵土，  

求祢照祢的話將我救活。  
                                                  詩1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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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路與神的道 
 

「律例」指上帝的規限、命令。 
詩人回顧自己所行的路與上帝的道，醒覺
要扭轉面前劣勢，唯有徹底執行神的命令。 

 
基督徒若願意每天生活所作的決定都與神
的話作較量，才能醒覺自己的問題，懂得
回轉行神的道，人生方向才清晰、通達。 

我述說我所行的，祢應允了
我；求祢將祢的律例教訓我！  

                                                  詩1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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奸詐的道與忠信的道 
 

「奸詐」原意「欺騙、虛假」；「忠信」
指「忠誠、堅定」；「典章」指判決案例。
詩人有例為證，虛假是違背上帝心意。 

 
信仰的路最難的是揀選，但揀選神的道 
似有壓力卻長久得平安；揀選不誠實的路
似乎表面欺瞞了卻長久身心靈壓抑不安。 

求祢使我離開奸詐的道…  

我揀選了忠信的道，  

將祢的典章擺在我面前  
                                               詩119: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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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貼主道 
 

「持守」意「附著、黏著」；「羞愧」在
本節指「力不從心」；「法度」字根是
「見證、證人」。詩人向神坦然表示他是
緊貼著祂的道，且見證神給他力量前行。 

 
這是基督徒信心所在；我們以身體力行見
證神的話是正確通達的，是有力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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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持守祢的法度；耶和華啊，
求祢不要叫我羞愧！  

                                                  詩119:31 



使人自由之道 
 

「開廣」意「變寬變大」。本節是25至32
的小結。詩人以自己與神的話較量後， 

選擇了忠信之道，見證聖經是使人得力量，
以至作者更愛慕遵行神自由之道。 

 
真理就是愛；神的命令就是真理。 

神的愛使我們懂得去愛，甚至愛那不可愛
的，且享受在真理裡面的自由！ 

祢開廣我心的時候，  

我就往祢命令的道上直奔。  
                                                  詩1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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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悔改信福音 
 

福音書解答人生最重要的問題：人要往那
裡去？難道人的終極只有一死麼？不！ 

聖經的答案是悔改、信福音。 
 

聖經解開人死之謎，是因為罪；也解開死
亡的痛苦，是藉著耶穌基督得永恆的盼望。

這就是福音，即好消息。 

日期滿了，神的國近了；  

你們當悔改，信福音。  
                                                      可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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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神兒女的權柄 
 

「接待」與「信」並行； 
擁有作神兒女的權柄，只基於相信。 

 
作父母家的兒女，就擁有自由享受家的一
切；作創天造地的天父的兒女，承認祂 
並接受祂的愛，便擁有這榮耀的身份。 
這就是福音，藉著信心而得的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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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接待祂的，就是信祂名的
人，祂就賜他們權柄，  

作神的兒女。  
                                                      約1:12 



宣揚神的愛 
 

無論舊約或新約屬神的子民，都承擔了祭
司，即神人間中保，領人歸主這榮耀職事。 

 
你怎能辜負上帝愛的呼召，渾噩地生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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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
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
國度，是屬神的子民，要叫
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

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彼前2:9 



順服 
 

「得救的工夫」不是指救恩；乃指基督徒
屬靈生命成長，是需要自負責任的。 

 
基督徒生命是否成熟取決於是否順服。 
順服，反映是否相信；若相信的必以全心
全力地執行，屬靈生命就便越見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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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既是常順服的，不但我在
你們那裡，就是我如今不在你
們那裡，更是順服的，就當恐
懼戰兢，作成你們得救的工夫。 

                                                  腓2:12 



成就祂的美意 
 

經文本來沒有「立志」；連接上文，意：
若基督徒順服，聖靈便能在其生命上有效

運作，而成就神的旨意。 
 

願意順服的基督徒，其生命為何能反映耶
穌的生命？這就是福音，是神大能的陶造，
不用人去併命改變，只要去遵行神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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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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發怨言起爭論 
 

「怨言」指背地裡的交談；「爭論」指爭
執、懷疑，沒完沒了地激起紛爭。這是本
段的唯一命令，要管理從舌頭所惹的禍。 

 
順服，是基督徒主動委身的態度；不發怨
言起爭論，是見證著是否真順服神。從有
否能力管理舌頭上可見基督徒的真實生命。 

凡所行的，  

都不要發怨言、起爭論。  
                                                  腓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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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神無瑕疵的兒女 
 

「使」指被成為、被做成；意「無瑕疵」
乃別人的見證，是被動地被發現的。 

 
12至16節重點在於基督徒當順服神、勒住
舌頭，在這不誠實又背道的世代，自然地
被發現與他們的不同，顯明其生命之道。 

使你們無可指摘，誠實無偽，
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作神
無瑕疵的兒女 . . .將生命的道

表明出來。  
                                                   腓2:15-16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1月主題：清楚召命  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9               一月 

14 
星期一 



終身歸神 
 

「撒母耳」名意「被神垂聽或祂的名是
神」；因哈拿經歷神垂聽禱告，認定祂是
神，且按著所禱告的把撒母耳終身歸神。 

 
撒母耳出生時已命定了使命；這是命定，
不是選擇；正如我們的國籍、性別、膚色

等，不用選擇，順服的必然得福。 

我將這孩子歸與耶和華，  

使他終身歸與耶和華。  

於是在那裡敬拜耶和華．  
                                                  撒上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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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神人喜愛 
 

撒母耳無可選擇地約在五歲居於會幕並 
打理一切事務；但他得到神人喜愛， 
非因命定，這是他順服的結果。 

 
我們大半的人生際遇非經選擇， 

卻藉著順服，享受箇中平安與祝福。 

孩子撒母耳漸漸長大，  

耶和華與人越發喜愛他。  
                                                  撒上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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僕人敬聽 
 

撒母耳對上帝的敬畏是從他進會幕前 
已學會，是母親的優良教育：做事認真，
對人敬重，以致以利教他如何回應上帝 

呼召時，他更心存敬畏。 
 

一個藐視律法又不尊重別人的人， 
怎曉得敬畏上帝呢？作父母的是承擔起 
重要使命，讓兒女一生曉得敬畏上帝， 
必先從懂得孝敬父母、尊重別人開始。 

撒母耳回答說：  

請說，僕人敬聽！  
                                                  撒上: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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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祂憑自己的意旨而行 
 

以利回應撒母耳是屬靈嗎？順服神嗎？ 
以利根本的問題就是沒有遵從神的話， 
他屬靈的外衣可能也把自己騙倒了！ 

 
人的嘴巴最能說，但要騙誰？有價值嗎？ 

撒母耳就把一切話都告訴了
以利，並沒有隱瞞。以利說：
這是出於耶和華，願祂憑  

自己的意旨而行。  
                                                  撒上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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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同在 
 

撒母耳有神同在，不是命定，乃是 
他順服神，執行神命令而被看見的見證； 
他也成了眾百姓回歸神的重要橋樑。 

 
基督徒的見證非靠嘴巴；有神同在的人必
見聖靈的果子；非神工作的只見嫉妒紛爭，

說得漂亮卻只是屬靈的「掩眼法」！ 

撒母耳長大了，  

耶和華與他同在，  

使他所說的話一句都不落空。  
                                                  撒上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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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耶和華 
 

撒母耳數十年服侍以色列人，在他約60歲
時，因他兒子不順服神，以色列人借機會

要求立王，要跟別國一樣。 
 

撒母耳即或多「不喜悅」，仍堅持著「禱
告耶和華」，而不是大發烈怒或怨天尤人；

這是基督徒當有的屬靈生命的操練。 

撒母耳不喜悅他們說：  

立一個王治理我們；  

他就禱告耶和華。  
                                                  撒上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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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從神 
 

神容許以色列人趁機會立王，祂吩咐 
撒母耳依從他們，卻也是依從神的吩咐。 

 
神也任憑人做他們以為正的事，難道我們
可以憑自己的發怒或義怒而改變惡人的行

為麼？我們也當學習上帝的忍耐。 

耶和華對撒母耳說：百姓向
你說的一切話，你只管依從，
因為他們不是厭棄你，乃是
厭棄我，不要我作他們的王。  

                                                  撒上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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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更豐盛 
 

「更豐盛」意「不同凡響、無法測量」。 
 

世人不也是渴慕豐富、財富麼？基督徒與
世人的不同，後者是順應世界也為填補內
心的空洞與不安而活，基督徒卻有了耶穌，
明白了生命的意義，不再被外在東西所惑。

我們既是天父的兒女，還有何缺呢？ 

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
並且得的更豐盛。  

                                                  約10:10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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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人如得魚 
 

耶穌以職業是打魚的門徒說這比喻是最適
合了，讓門徒得知他們的未來人生動向，

不再為自己打魚，是為主得人。 
 

耶穌的呼召同樣適切於今日；我們不再是
為現有職業或謀生技能而活，而是為主而
活，在乎祂的引領。這呼召對你有何提醒？ 

來跟從我，我要  

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  
                                                          太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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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賞賜 
 

「一杯涼水」本是一件小事； 
成了大事，乃因「為門徒的名」。 

 
耶穌何等重視屬祂的人，只要你或任何人
為了門徒做一件小事，祂必記念，必賞賜。
有耶穌撐你，你還為何仍擔驚受怕呢？ 

無論何人，因為門徒的名，
只把一杯涼水給這小子裡的
一個喝，我實在告訴你們，

這人不能不得賞賜。  
                                                  太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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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安息 
 

「勞苦」指疲乏、困倦；「擔重擔」指被
背負的重擔壓著；「安息」指休息、歇息。 

 
昔日猶太人被律法的條文壓迫著，非常 
沉重；今日很多人也被什麼命理、運程、 
習俗等壓著。耶穌說要放下！那誰來擔？ 
耶穌替你擔！你只管接受祂安息的應許！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  

可以到我這裡來，  

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太11:28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1月主題：清楚召命  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9               一月 

25 
星期五 



得享安息 
 

軛，指一根杆子套在兩頭牛的頸項上耕地。 
 

誰與你一起負這軛？是主耶穌，祂與你一
起走，面對人生的起起跌跌，你只管跟著
祂的樣式——柔和的、謙卑的。基督徒越
明白何謂跟從主，會越發現人生的路多麼
有意義，因為是作主所作，看主所看。 

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當負
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
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  
                                                  太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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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生命 
 

經文上段，是彼得知道耶穌要被殺與復活
後，拉著耶穌，企圖用自己方法救耶穌？
耶穌指出，若靠自己以為賺得世界， 
倒是玩弄自己生命，看不見永生！ 

 
耶穌來是為人得永生而來！人間悲劇天天
上演，耶穌已藉死與復活改變人類的命運！ 

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
的生命，有甚麼益處呢？  

人還能拿甚麼換生命呢？  
                                                  太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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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星期日 



得進天國 
 

「回轉」可譯「歸回」；「變成」意「被
成為」；如何能回轉？就是「謙卑」。 

 
門徒仍然爭論天國誰為大之時，耶穌領著
小孩子告訴他們，別把世界扭曲了的東西
帶入永恆；天國的美麗，有如孩子般的 
摯誠，不用爭鬥，與神與人和諧共處。 

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不
回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

斷不得進天國。  
                                                  太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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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星期一 



得喜樂 
 

耶穌吩咐門徒要奉祂的名禱告， 
這是人生得喜樂滿足的鑰匙。 

 
耶穌因為祂救贖的計劃即將成就，門徒卻
仍留在世間實踐大使命，便把最寶貴的鑰
匙給他們，也給今日的我們；為要我們認
定為主所作的一切，都是得祂認可的。 

向來你們沒有奉我的名求甚
麼，如今你們求就必得著，
叫你們的喜樂可以滿足。  
                                                  約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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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星期二 



得平安 
 

耶穌與門徒討論人生，不是童話式般跟從
主後便快快樂樂？不！但祂要門徒認定，

祂已經勝了世界，祂是主。 
 

苦難既不能阻礙神恩典臨到凡信靠祂的人；
基督徒最重大的使命就是傳這平安的福音！ 

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
叫你們在我裡面有平安。在
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
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  

                                                  約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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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年廿五 



得成聖 
 

「神的道」指父神藉耶穌基督成就的救恩；
「真理」就是神的愛；基督徒擁有真理 

確保脫離那惡者。 
 

那惡者用盡方法使人得不著神的愛； 
甚麼方法？名、利、色！基督徒藉神的愛
擁有最強大的保護，能抵抗魔鬼的技倆，

過著與主同行走成聖之道。 

求祢用真理使他們成聖；  

祢的道就是真理。  
                                                  約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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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年廿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