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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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主題：讓神改造  許淑芬牧師編寫  



不要懼怕 
 

當亞蘭王與以色列人爭戰時，先知以利沙
的通報讓以色列人得防備未受其害；亞蘭
王得知以利沙，便打發人圍堵他；以利沙
的僕人因而吃驚，神人卻讓他看見的， 
不是敵軍，而是神的後著、神的保護。 

 
當你面對困難之時，也要看見神的後著啊！

祂必幫助你，專心倚靠祂罷！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3月主題：讓神改造  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9               三月 

1 
星期五 

神人說：不要懼怕！與我們同
在的，比與他們同在的更多。  

                                                  王下6:16 



選擇 
 

何謂「上好的福分」？聽道？難道弄飯
「不上好」？不！上好的福分是指內心那
份平靜、專注。當時的婦女伺候客人是平
常的，馬利亞聽道後也沒有倖免地去弄飯
罷！但至少她的專注省了她煩躁不安的心！ 

 
你專注麼？平靜安穩的心是否常伴你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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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三月 

2 
星期六 

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  

馬利亞已經選擇那上好的  

福分，是不能奪去的。  
                                                  路10:42 



平靜安穩 
 

平靜安穩是得力的鑰匙， 
但有多少人把這鑰匙拿得穩呢？ 

 
為甚麼人不願意選擇靜下來呢？怪不得很
多人生活只有勞碌，卻無生命力！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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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三月 

3 
星期日 

主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者曾如
此說：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
息；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  

你們竟自不肯。  
                                                  賽30:15 



專心仰賴 
 

經文指出享長壽得平安的秘訣在於謹守神
的誡命；遵神誡命的秘訣在於專心仰賴神。 

 
「不倚靠自己」不是 

指什麼也不做，乃是指跟從神指引去做。 
敬畏神的聰明與人的聰明最大的不同， 
前者則敬畏神遠離惡事且愛人如己； 
後者則仗著自己、藐視別人。。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3月主題：讓神改造  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9               三月 

4 
星期一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  

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  
                                                  箴3:5 



專心祈禱 
 

詩人大衛在困苦中只能做的，只有祈禱。
本詩被稱為咒詛詩，但詩人的咒詛只是求

神以惡人對待他的方式對待他們。 
 

本詩篇啟發我們要為惡人禱告，但不是一
味求神叫惡人停手，而是求神以公義判斷，
以惡人對待人的方式報應他們，夠公平？

別愁，禱告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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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星期二 

他們與我為敵以報我愛；  

但我專心祈禱。  
                                                       詩109:4 



專心敬畏神 
 

大衛面對仇敵攻擊，但他仍信靠神為至大，
只專心敬畏祂，仰望祂的憐憫。 

 
「專心敬畏神」的背後是信心，相信真理
就是保護你的生命，相信神是信實值得信
賴！求主幫助我們勿分心、專注地敬畏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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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三月 

6 
星期三 

耶和華阿，求祢將祢的道路
指教我；我要照祢的真理行；
求祢使我專心敬畏祢的名。  
                                                      詩86:11 



專心求明白 
 

但以理看見末日異象是關乎以色列人末後
的日子，他內心非常悲傷，持續禁食21天
後，天使來向他宣告其禱告已蒙應允。 

 
禱告，幫助我們更深認識神並曉得如何 

面對人生。你常運用這自由嗎？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3月主題：讓神改造  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9               三月 

7 
星期四 

但以理阿，不要懼怕，因為
從你第一日專心求明白將來
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
心，你的言語已蒙應允…。  

                                                  但10:12 



昂然無懼 
 

當以色列人出埃及過紅海前一刻，還是軟
弱膽怯的烏合之眾；過紅海時竟變得自信？
不是靠自己，乃因專心敬畏神跟從祂。 

 
你也渴望變得更有信心？不是要做更多，
而是要放下自己並專注遵從神的吩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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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三月 

8 
星期五 

耶和華使埃及王法老的心剛硬，
他就追趕以色列人，因為以色
列人是昂然無懼的出埃及。  

                                                          出14:8 



坦然無懼 
 

當基甸追殺敵人米甸時，向疎割及毗努伊
勒求餅充飢，卻遭拒絕與嘲笑；但他沒有
洩氣，因他相信神必定使他們得勝。 

 
信心在沒有人鼓勵與支持下容易洩氣？總
要堅持專注於神，有祂同在便無懼地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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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星期六 

基甸就由挪巴和約比哈東邊，
從住帳棚人的路上去，殺敗
了米甸人的軍兵，因為他們

坦然無懼。  
                                                       士8:11 



安然無懼 
 

這是希西家王使百姓靈性復興的重要歷史。 
 

人在生命受威脅之時可以變得如此堅定、
自信、勇敢；如此安然無懼是因為神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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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三月 

10 
星期日 

與他們同在的是肉臂，與我
們同在的是耶和華我們的神，
祂必幫助我們，為我們爭戰；
百姓就靠猶大王希西家的話，

安然無懼了。  
                                                  代下32:8 



放膽無懼 
 

保羅因為信無懼牢獄之災，面對生或死也
處之泰然，因他清楚召命且為之盡心盡力。 

 
有目標的人是如此令人生畏！你也可以變
得如此堅強；越認識神的愛，越明白祂對
你的心意，越有力量勇敢無畏地實踐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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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三月 

11 
星期一 

我們因信耶穌，  

就在祂裡面放膽無懼，  

篤信不疑地來到神面前。  
                                                      弗3:12 



只管坦然無懼 
 

本段是論到耶穌是更美的祭司，祂曾凡事
受過試探卻沒有犯罪，因此祂體恤我們的
軟弱，明白我們的限制，祂必定幫助我們。 

 
要尋求神幫助，有如一個在火場的人， 
他不能吩咐消防員如何救他，而是 

需要耐心地等候他們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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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三月 

12 
星期二 

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地來
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得憐
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  

                                                        來4:16 



愛裡沒有懼怕 
 

本段論到神就是愛，「沒有懼怕」指因為
認識神，不再被誘惑也不再犯罪且以基督
的愛待人，以致無畏地面對未來審判之日。 

 
你與神關係好嗎？關鍵在於你內心是否仍
有幽暗處，是否每個角落都歸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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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星期三 

愛裡沒有懼怕；愛既完全，
就把懼怕除去；因為懼怕裡
含著刑罰；懼怕的人在愛裡

未得完全。  
                                                  約壹4:18 



神先愛我們 
 

作者在本段結束重申，我們能彼此相愛，
乃因先領受神的愛；而真正愛神的人心裡

不可能懷有恨。 
 

為何在現實中看見很多基督徒心裡仍藏有
恨？難道神的話語「堅離地」嗎？不可能！
基督徒若執行耶穌的命令，為逼迫你的人

禱告、以善勝惡、只有祝福…， 
你心裡根本沒有空間藏躱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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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三月 

14 
星期四 

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  
                                                約壹4:19 



我們愛神 
 

「不能」意難以勝任。基督教信仰 
最具挑戰的，不是叫我們去修身，乃是 
指引我們如何除去恨，建立愛的關係。 

 
原來當一個人的內心存有恨，便存不下愛。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3月主題：讓神改造  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9               三月 

15 
星期五 

人若說：我愛神，卻恨他的
弟兄，就是說謊話的；不愛
他所看見的弟兄，就不能愛

沒有看見的神。  
約壹4:20 



當愛弟兄 
 

「命令」意「誡命」，是信仰的綱領。 
 

愛，是基督教核心信仰；「愛神愛人」就
是核心誡命。聖經常強調真正愛神的人會
反照於愛人的表現上。謹記，神的道要刺
入剖開你的心思意念，是幫助你省思自己
夠不夠愛，別用作量度別人愛得夠不夠！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3月主題：讓神改造  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9               三月 

16 
星期六 

愛神的，也當愛弟兄，  

這是我們從神所受的命令。  
                                                  約壹4:21 



勝過世界 
 

「勝過世界」是指勝過那敵對神與神子民
的力量；信，是基督徒惟一能站穩的根源。 

 
逼迫與苦難縱然無情，我們卻因信神， 
無人可奪去我們內心的平安與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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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三月 

17 
星期日 

因為凡從神生的，就勝過世
界；使我們勝了世界的，  

就是我們的信心。  
                                                      約壹5:4 



有永生 
 

基督教強調因信稱義且得著神所賜的永生；
而永生確據是信徒得更豐盛生命的鑰匙。 

 
基督徒人生是否豐盛，在乎於對今生與永
恆的辨別；越懂分辨的越能享受何謂更豐
盛的生命；相反，其人生與一般人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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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三月 

18 
星期一 

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信奉神
兒子之名的人，要叫你們  

知道自己有永生。  
                                                  約壹5:13 



照祂旨意求 
 

「照祂旨意求」是指後文所說，為神所愛、
為失迷的人回轉祈禱。 

 
基督徒的祈求與一般人拜偶像有何不同？
最大分別是信心；後者只是把心願說出來；
我們則按神的旨意，經歷神應許成全。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3月主題：讓神改造  許淑芬牧師編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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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星期二 

我們若照祂的旨意求甚麼，
祂就聽我們；這是我們向祂

所存坦然無懼的心。  
                                                  約壹5:14 



一無掛慮 
 

「禱告」指一般的禱告；「祈求」指迫切
的禱告；「感謝」前有個前置詞「with
與」，意思是要存感恩的心禱告及祈求。 

 
上帝知道人最大的軟弱，是憂慮，甚至有
無謂的憂慮！我們要習慣心存感恩地祈禱；
並有如老朋友般傾心吐意地「告訴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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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三月 

20 
星期三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  

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  

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 
                                                         腓4:6 



求主教導 
 

門徒跟從耶穌第三年日子，常隨著耶穌往
山上、往曠野去禱告；這天忍不住了， 

好奇耶穌的禱告，求耶穌教導。 
 

學習事情，好奇心很重要。主動的發問 
得出積極的體驗。你也渴慕禱告麼？ 
為何要禱告？跟其他宗教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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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星期四 

耶穌在一個地方禱告；  

禱告完了，有個門徒對祂說：
求主教導我們禱告…。  

                                                       路11:1 



禱告 
 

耶穌門徒中有作過施洗約翰門徒的，當時
約翰的禱告多麼有力，許多百姓真誠悔改，
生命得著大改變；他昔日的教導跟當時的

法利賽人公式的禱文全不一樣。 
 

門徒以約翰來作比較去求耶穌，似乎無禮，
卻是他們惟一的深刻經驗。我們是帶著過
去的認知來跟從耶穌，但你是否已準備好，
不執著於過去或經驗，只渴慕跟著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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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星期五 

求主教導我們禱告，  

像約翰教導他的門徒。  
                                                       路11:1 



天上的父 
 

主耶穌教導門徒禱告，首先正視的是關係。 
 

基督徒與神的關係是親密的；祂是你天上
的爸爸，有別於地上的爸爸；地上的爸爸
也是罪人，很不完美；天上的父親卻是 
創天造地，創造你我的神，祂愛你。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3月主題：讓神改造  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9               三月 

23 
星期六 

耶穌說：你們禱告的時候， 

要說：我們在天上的父！ 
                                                       路11:2上 



三願 
 

主耶穌校正門徒禱告的對象後，既作為 
神的兒女則有三大責任：尊重父親聖名、 

渴慕父國蒞臨、執行父神旨意。 
 

很多人埋怨祈禱「無用」？祈禱的用處若
只為一己利益必然感到無價值；但禱告的
焦點在於神的榮耀，所經歷的必全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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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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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人都尊祢的名為聖。  

願祢的國降臨。願祢旨意  

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路11:2下 



三個祈求之為自己 
 

耶穌教導門徒三個很實際層面的祈求： 
首先是為自己日用所需。上帝知道人「為
兩餐」而被勞役；這簡單禱告重點在「每
天」；祂是我們的天父，是每天的供應者。 

 
憂慮，是人類犯罪後的通病；學習禱告首
要學的是信心，你清楚你禱告對象是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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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日用的飲食，  

天天賜給我們。  
                                                  路11:3 



三個祈求之人際關係 
 

耶穌教導門徒第二個祈求： 
赦免，這是人際關係得以和諧的關鍵。 

 
禱告，不是條件交換。一個越認識自己的
罪已蒙上帝赦免，便越懂得不計較別人對
自己的虧欠；因為人根本無力補償所曾犯
的罪，若不饒恕，只會換來憤怒、自義，

難以享受藉上帝赦罪之恩的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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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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赦免我們的罪，因為我們  

也赦免凡虧欠我們的人。  
                                                  路11:4上 



三個祈求之面對魔鬼 
 

耶穌教導門徒第三個祈求是如何面對魔鬼：
祈求別遇見試探，若遇見了卻要脫離兇惡；

甚麼是「兇惡」？就是「離開神」！ 
 

魔鬼最邪惡的目的是令我們與神脫離關係！ 
基督徒對付試探的惟一方法是：聖經， 

神的寶劍。誦讀神的話能辨識世界的誘惑；
遵行神的話令魔鬼無計可施，速離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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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  

救我們脫離兇惡。  
                                                  路11:4下 



相信神 
 

主耶穌教導門徒禱告，除了是清楚對象、
校正焦點、求最重要的事外，接著以比喻
說明天父必應允所求，門徒當以信心靜待。 

 
等待，是超難學卻是重要的信仰課程； 
等待的背後是信心，而非無所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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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我告訴你們，雖不因他是朋
友起來給他，但因他情詞迫
切的直求，就必起來照他  

所需用的給他。 
                                                        路11:8 



應許 
 

這是一個極寶貴的應許。祈禱，是考驗著
信仰，你信甚麼？求甚麼？倚靠甚麼？ 

 
禱告，是基督徒信仰得堅固的途徑； 

學曉禱告，幫助我們在人生路上與神同行， 
經歷何謂更豐盛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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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告訴你們，你們祈求 

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 

叩門就給你們開門。 
                                                      路11:9 



聖靈 
 

聖靈的內住，是上帝藉耶穌基督成就救恩
的美意，指引人過新生活。 

 
三一神全心地愛世人；但為何人總懷疑祂、
不信祂、質疑祂？主教導我們禱告，校正
焦點，認識父神、承擔使命、曉得禱告、
抓緊應許，因此別迷失，讓聖靈導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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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雖然不好，尚且知道拿
好東西給兒女，何況天父，
豈不更將聖靈給求祂的人麼？  

                                                  路11:13 



信實的神 
 

別忘在混亂與無常的世代，祂仍是掌權者。 
 

有些人很奇怪，甚麼都信，就是不信耶穌；
甚麼都求，就是不求問獨一真神！可見人
生所遇的非單純幸與不幸，也有魔鬼從中
作梗！但專心敬畏神的人，必蒙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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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神是信實的，必不叫你們受
試探過於所能受的；在受試
探的時候，總要給你們開一
條出路，叫你們能忍受得住。  

                                                  林前1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