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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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主題：經歷改變：許淑芬牧師編寫  



神的義 
 

作者指出基督徒面對百般試煉，要以忍耐
並專注地倚靠神；因我們的神也不藉怒氣
來成就祂的救恩，乃是謙卑地道成肉身，

面對苦難，完成救贖。 
 

神既以犧牲來成就救贖，難道人可以藉怒
氣、攻擊、鬥爭來配合祂麼？斷乎不可！
要歸向神，明白愛、實踐愛，才是神的義。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7月主題：經歷改變：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9               七月 

1 
星期一 特區成立紀念日 

因為人的怒氣，  

並不成就神的義。  
                                                       雅1:20 



脫去污穢與邪惡 
 

人在怒氣中，把本來隱藏得很好的污穢與
邪惡，從言語間敗露，反映他虔誠的虛偽。 

 
基督徒的生命是否有正面的影響力，必需
要身體力行地持守、遵守神的話；若不，
面對百般試煉，便原形畢露，失去基督徒

的身份，也失去見證基督的能力。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7月主題：經歷改變：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9               七月 

2 
星期二 

所以你們要脫去一切的污穢，
和盈餘的邪惡…。  

                                                       雅1:21上 



溫柔的心 
 

「溫柔」可譯「謙卑」，是聖靈果子之一。 
 

謙卑者，能領受神的道，也能與人和諧共
處。滿懷怒氣的人，心裡難存謙卑，也難

把神的道埋於心，讓神引領成長。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7月主題：經歷改變：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9               七月 

3 
星期三 

…存溫柔的心領受那所栽種的
道，就是能救你們靈魂的道。 
                                                     雅1:21下 



要行道 
 

「行道」是指甚麼？主耶穌頒給門徒兩道
命令，同一核心：愛的命令—— 

彼此相愛及大使命。 
 

愛的命令是要竭力執行的。愛喜歡自己的
人是容易，愛跟自己不同、對立的，需要
極大的忍耐，竭力遵守，這才是真敬虔。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7月主題：經歷改變：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9               七月 

4 
星期四 

只是你們要行道，不要單單
聽道，自己欺哄自己。  

                                                       雅1:22 



勒住舌頭 
 

虔誠，是可以模仿、偽裝的； 
但最容易露出馬腳，則是那人的舌頭， 

 
人最容易、最首先犯罪的，便是舌頭，所
謂「先而口角、繼而動武」。怪不得雅各
說明在百般試煉時，要忍耐；如何忍？ 

先從「勒住舌頭」開始。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7月主題：經歷改變：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9               七月 

5 
星期五 

若有人自以為虔誠，卻不勒
住他的舌頭，反欺哄自己的
心，這人的虔誠是虛的。  

                                                       雅1:26 



耶穌的榮光 
 

彼得看見耶穌的榮光，不是基於他的禱告，
因他該禱告時卻睡著了。門徒的經歷是耶
穌主動的行動，為要裝備他們一生跟從主。 

 
別怪責自己讀經不夠細心，祈禱不夠專心；
經歷神，不在於你做了甚麼，而是上帝要
你成為甚麼？當專注尋求祂對你的心意。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7月主題：經歷改變：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9               七月 

6 
星期六 

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既
清醒了，就看見耶穌的榮光，
並同祂站著的那兩個人。  

                                                       路9:32 



這裡真好 
 

彼得不知道摩西和以利亞為何在現場， 
也不明白他們得見此榮耀之因？只順著 
感受，就這樣變成永恆有多好啊！ 

 
耶穌讓他們得見此榮耀，全為了他們屬靈
生命的成長，也為了日後藉他們信主的人。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7月主題：經歷改變：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9               七月 

7 
星期日 

彼得對耶穌說：夫子！我們
在這裡真好，可以搭三座棚，
一座為祢，一座為摩西，  

一座為以利亞。  
                                                       路9:33 



要聽祂 
 

門徒得見耶穌的榮耀後進入雲彩，只聽到
聲音說要聽祂。聽甚麼？耶穌受死之事。 

 
要門徒接受耶穌將要羞辱離世，必須先讓
他們真正認識祂，才有能力面對未來的壓
力。基督徒如何能承受為義受苦的艱難？
也必須先認識耶穌是真神，是救世主。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7月主題：經歷改變：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9               七月 

8 
星期一 

有聲音從雲彩裡出來，說：
這是我的兒子，我所揀選的，

你們要聽祂。  
                                                       路9:35 



存在耳中 
 

耶穌與門徒一起已三年多，他們親自與耶
穌同在，親耳聽見祂的教訓，親手領受權
柄制伏污鬼。最重要的時刻即將來到， 

是考驗他們對耶穌有多信心？！ 
 

現實是殘酷的，耶穌道成肉身就是要救贖
人類脫離沒有平安喜樂的世界。人世間的
確有苦難，但苦難令你不敢信、不願信嗎？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7月主題：經歷改變：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9               七月 

9 
星期二 

你們要把這些話存在耳中；  

因為人子將要被交在人手裡。  
                                                       路9:44 



我必與你同在 
 

摩西逃避法老40年，神重新呼召他，給他
應許與指引，便成了以色列人偉大的領袖。 

 
神呼召摩西，沒有先給他優厚條件，只應
許祂同在及指引。摩西的生命經歷不斷的
改變，且被形容為是世上最謙和的人。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7月主題：經歷改變：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9               七月 

10 
星期三 

神說：我必與你同在，你將
百姓從埃及領出來之後，你
們必在這山上事奉我，這就

是我打發你去的證據。  
                                                       出3:12 



極其謙和 
 

摩西面對以色列人作反，要另立領袖返回
埃及；或被親兄姊毀謗、批評；甚至有人
犯罪得罪神，受神懲治，他都只有一個行

動，就是俯伏在地，向神禱告。 
 

偉大的領袖不是那些強悍的人，而是溫柔
謙和者。不要被人多勢眾或惡人當道嚇怕，
要持守真道，倚靠神，祂是我們的幫助！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7月主題：經歷改變：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9               七月 

11 
星期四 

摩西為人極其謙和，  

勝過世上的眾人。  
                                                       民12:3 



耶和華在中間？ 
 

領袖的說話有何不對？神為何要審判他們？ 
 

上帝審判不是憑他們所說，乃憑他們的 
驕傲、嫉妒、惡意攻擊、不順服…。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7月主題：經歷改變：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9               七月 

12 
星期五 

聚集攻擊摩西、亞倫，說：
你們擅自專權，全會眾個個
既是聖潔，耶和華也在他們
中間，你們為甚麼自高超過

耶和華的會眾呢？  
                                                       民16:3 



俯伏在地 
 

摩西沒有因為上帝撐他而高興， 
他只站穩角色，為會眾禱告。 

 
摩西沒能力為上帝要懲治的人禱告，卻為
大部份的無知者、受迷惑者祈求上帝開恩。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7月主題：經歷改變：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9               七月 

13 
星期六 

摩西、亞倫就俯伏在地，說：
神、萬人之靈的神阿，一人犯
罪，你就要向全會眾發怒麼？ 
                                                       民16:22 



以利亞的心志 
 

以利亞的心志是甚麼？就是渴望百姓回轉。 
 

縱然以利亞性格剛烈，情緒過於起伏，但
上帝使用他是因他的心志，他對人的重視。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7月主題：經歷改變：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9               七月 

14 
星期日 

他(施洗約翰)必有以利亞的
心志能力，行在主前面，叫
為父的心轉向兒女，叫悖逆
的人轉從義人的智慧；又為

主預備合用的百姓。  
                                                       路1:17 



懇切禱告 
 

「懇切禱告」原文是「禱告禱告」。作者
強調以利亞跟所有人一樣；他的禱告蒙允，
不在於他有超能力，乃在於他對準神。 

 
基督徒禱告要專注神，祂是主角。不用計
較禱告技巧，也不受人左右，按你最近神
的心意禱告，經歷神對你及藉你的改變。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7月主題：經歷改變：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9               七月 

15 
星期一 

以利亞與我們是一樣性情的人，
他懇切禱告，求不要下雨，雨
就三年零六個月不下在地上。 

                                                       雅5:17 



求祢應允我 
 

以利亞在亂世中擔任先知；當時以色列亞
哈王非常軟弱，娶了非常強悍的耶洗別；
她不但弄權，追殺先知，還顛倒是非黑白，
以色列人被蒙在鼓裡；他只能禱告倚靠神。 

 
以利亞禱告得蒙允，因他全為見證神而作。
面對人生各種困難，禱告神是惟一的倚靠！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7月主題：經歷改變：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9               七月 

16 
星期二 

耶和華阿，求祢應允我，應允
我！使這民知道你耶和華是神，
又知道是你叫這民的心回轉。 
                                                 王上18:37 



跟過耶穌 
 

當時的人若沒有受過文士等正式訓練，怎
敢與官府、長老、文士等對話？他們的勇
氣正見證他們不是小民，而是跟過耶穌的。 

 
基督徒與人不同，來自堅定傳福音的信心；
這也是基督徒在世最重要的使命與方向。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7月主題：經歷改變：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9               七月 

17 
星期三 

他們見彼得、約翰的膽量，
又看出他們原是沒有學問的
小民，就希奇，認明他們是

跟過耶穌的。  
                                                       徒4:13 



不能不說 
 

官長們因為已把耶穌釘死，如今門徒卻傳
祂已復活，怎與民眾交代呢？惟有禁止門
徒勿奉耶穌的名傳道，他們卻斷然拒絕。 

 
基督徒在世要積極爭取的只有一樣， 

就是自由傳主福音，這是給萬民的福音。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7月主題：經歷改變：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9               七月 

18 
星期四 

彼得、約翰說：聽從你們，不
聽從神，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
理，你們自己酌量吧；我們所
看見所聽的，不能不說。 

                                                       徒4:19 



行出來 
 

使徒們為有勇氣傳福音並有大能醫病見證
主禱告，這是傳道者的重要禱文。 

 
福音改變了使徒的生命；若基督徒不專注

傳福音，跟未信者有何分別呢？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7月主題：經歷改變：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9               七月 

19 
星期五 

現在求主鑒察，一面叫你僕
人大放膽量講祢的道，一面
伸出祢的手來醫治疾病，並
且使神蹟奇事，因著祢聖僕

耶穌的名行出來。  
                                                 徒4:29-30 



凡所行的 
 

保羅信主後，生命被完全改變；即或被批
評，仍堅守他只為與人分享福音的好處。 

 
對準目標的人是個很厲害的人；其厲害不
在於他是怎樣，乃在於他要成為怎樣的人；
但最重要的是，你的目標合神心意麼？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7月主題：經歷改變：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9               七月 

20 
星期六 

凡我所行的，  

都是為福音的緣故，  

為要與人同得這福音的好處。  
                                                 林前9:23 



叫身服我 
 

保羅為了傳福音高度克制自己；提醒信徒
別為吃祭偶像之物爭執，倒因為愛，放下
自己權利，使人與自己同得福音的好處。 

 
傳福音者的自由不在爭取，乃在犧牲； 
他不熱愛世界卻熱愛世人，渴望福音臨到
他們；因此，傳福音者的犧牲絕非損失。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7月主題：經歷改變：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9               七月 

21 
星期日 

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
恐怕我傳福音給別人，  

自己反被棄絕了。  
                                                    林前9:27 



凡事都可行 
 

初期教會信徒增多，有外邦人也有猶太人，
各人生活習慣與信念不同；保羅總結得以
在基督裡合一，要把焦點放於使人得益上。 

 
每個人都是獨特的，各有己見；人的爭執
往往不是在絕對真理上，要人迎合自己是
難的，卻可放下自己接納別人；誰願意 
放下，誰便是在基督裡的自由人。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7月主題：經歷改變：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9               七月 

22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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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榮耀神而行 
 

哥林多教會在應用真理上產生許多分歧；
保羅沒有為每件事定下指引，只定下 
「榮耀神」作為做事的大原則。 

 
聖經源遠流傳，並非把每事鐵定了立場，
只是定下不變原則，通用於任何時代。 
你所作的，都能榮耀神、造就人嗎？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7月主題：經歷改變：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9               七月 

23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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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人得益處 
 

聖靈分給各人恩賜都是獨特的，使人得益
的；且可合而為一成為榮耀基督的身子。 

 
每個基督徒都要為自己所得的恩賜負責，
順服所得，並發揮發展，榮神益人。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7月主題：經歷改變：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9               七月 

24 
星期三 

聖靈顯在各人身上，  

是叫人得益處。  
                                                    林前12:7 



罪人？ 
 

撒該是個稅吏長，統管耶利哥所有稅務。
他不單幫羅馬政府做事，還多收稅款 
中飽私囊，猶太人非常鄙視他。 

 
耶穌與當時的猶太領袖所見的角度不同，
猶太人厭惡他，認為不值相救；耶穌卻憐
憫他、接納他，幫助撒該生命改變。我們
都是藉神的憐憫生命得以改變。不是嗎？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7月主題：經歷改變：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9               七月 

25 
星期四 

眾人看見，都私下議論說：
祂竟到罪人家裡去住宿。  
                                                     路19:7 



罪人改變？ 
 

聖經沒有交代撒該得改變的心路歷程，是
慚愧？是被耶穌的愛感動？或不想耶穌丟
臉？總言之，是他甘心樂意地被改變了！ 

 
甚麼動力讓撒該有此改變？他不怕傾家蕩
產嗎？可以肯定的，當撒該與耶穌相遇後，
他發現耶穌比金錢更寶貴。你認為呢？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7月主題：經歷改變：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9               七月 

26 
星期五 

撒該站著，對主說：主阿！
我把所有的一半給窮人；我
若訛詐了誰，就還他四倍。  
                                                       路19:8 



救恩 
 

耶穌公開接納罪人撒該，是當時的拉比
（即老師）不會做的；不接納的理由很多，

卻敵不過耶穌對亞伯拉罕愛的應許！ 
 

耶穌獨排眾議，接納眾人都認為不該接納
的人。神的愛與人的愛，距離真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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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星期六 

耶穌說：今天救恩到了這家，
因為他也是亞伯拉罕的子孫。  

                                                       路19:9 



生在罪孽中？ 
 

猶太人憤怒於這個天生瞎眼的，他們認為
他是生在罪孽中，竟然教訓他們？ 

 
你是否也認為誰配或不配教訓自己？耶穌
倒教導我們要從小孩子身上學習。感謝主，
我們的神不是人，沒有人的偏見與假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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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星期日 

他們回答說：你全然生在罪
孽中，還要教訓我們麼？  

於是把他趕出去了。  
                                                       約9:34 



遇見 
 

「遇見」，不是指偶然，乃指刻意尋找。 
 

耶穌尋找當時被看為全然生在罪孽中的人，
主動介紹自己，幫助他得著救恩。你願意
接納你看為不配，卻是上帝所愛的人， 
給他們伸出援手，傳福音給他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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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星期一 

耶穌聽說他們把他趕出去；
後來遇見他，就說：  

你信神的兒子麼？  
                                                       約9:35 



我信 
 

這位得治的天生瞎眼者，為著認信耶穌的
緣故，可能已被趕出公會數十天；耶穌尋
找他，直接告訴他，祂就是彌賽亞；這人
的心立即開了，他信，俯伏拜耶穌。 

 
每個人的信仰歷程都不一樣，但有一樣共
同信念，就是認識耶穌是主。耶穌既是主，

一切交託祂，祂是你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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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星期二 

他說：主阿！我信。  

就拜耶穌。  
                                                     約9:38 



誰瞎了眼？ 
 

本節與12:47章不同，耶穌到底是為拯救還
是為審判而來？兩者沒有衝突，耶穌在二
千年前是以犧牲來拯救罪人；世界的末期

卻要以主的身份來審判世人。 
 

肉身眼瞎不算問題，因只能影響一生； 
心靈眼瞎卻影響至永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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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星期三 

耶穌說：我為審判到這世上
來，叫不能看見的，可以看
見；能看見的，反瞎了眼。  
                                                       約9: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