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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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主題：辨別動機  許淑芬牧師編寫  



聽從神 
 

當耶穌升天後，使徒們傳主福音，又醫治
了瘸腿者，多人信主；當時的社會及宗教
領袖見狀不安，因他們知道把耶穌釘死是
因為嫉妒，加上門徒所指「無法之人」正
是他們，他們怎能坐得住，不對付門徒呢？ 

 
門徒為何選擇冒著生命危險勇敢傳主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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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四月 

1 
星期一 

彼得約翰說：聽從你們，  

不聽從神，這在神面前合理
不合理，你們自己酌量罷。  
                                                       徒4:19 



不能不說 
 

門徒面對威嚇仍勇敢傳道，因為他們所經
歷的是真實的，「不能不說」。 

 
何謂真理？就是可靠、正直、誠實。順著
真理而行的人，就知道所行的是與不是；
充滿平安喜樂，不怕受威嚇、被嘲笑、 

受攻擊，勇敢按所是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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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星期二 

我們所看見所聽見的，  

不能不說。  
                                                       徒4:20 



被懷疑 
 

當馬利亞生耶穌後，與約瑟至少再生下五
小孩，在他的弟妹還未相信祂，甚至質疑
祂時，祂仍按著應有的時候做應該做的事。 

 
被懷疑不好受，卻要辨別內心真正動機，
是為了討好別人，還是為了做該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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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星期三 

因為連祂的弟兄說這話，  

是因為不信祂。  
                                                       約7:5 



被毀謗 
 

許多百姓及領袖們都見證耶穌所做的沒有
一件不好的事，但因為上層下了命令要捉
拿耶穌，從前擁護耶穌的都因此轉了方向。 

 
如何不被紛亂的聲音擾亂呢？就是考驗你
內在空間的時候；空間充足，心思就能運
作；空間不足，就只能「跟大圍」了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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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星期四 

眾人為祂紛紛議論，有的說：
祂是好人；有的說：不然，

祂是迷惑眾人的。  
                                                       約7:12 



守節 
 

猶太人聚在會堂守安息日或節期，內容有
讀聖經、唱詩、禱告，然後邀請拉比或有
名望的人來勉勵會眾。當時耶穌名聲已傳
遍猶太地，祂每到一處都自然被邀請講道。 

 
每個節期都有意思的； 

守節，讓人停一停再想一想當中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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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星期五 清明節 

到了節期，  

耶穌上殿裡去教訓人。  
                                                       約7:14 



被藐視 
 

耶穌在四面受敵下仍從容面對，要過節的
便過節，要教訓人的便教訓人，被藐視時
不亢不卑，回應當回應的便足夠了。 

 
別急於回應別人的挑釁、質詢，勿亂了陣
腳；深呼吸，冷靜、專注處理每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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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星期六 

猶太人就希奇，說：這個人
沒有學過，怎麼明白書呢？  
                                                       約7:15 



被挑戰 
 

耶穌被挑戰到了白熱化，有人攻擊祂是被
鬼附了？！耶穌引述摩西律法來回應他們。 

 
耶穌的力量不是對罵，不是地位名聲， 

而是不徐不疾地說明真理。聖經就是真理，
基督徒當謹記，你我的力量同樣源於聖經，

因此要熟讀她，遵行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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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四月 

7 
星期日 

不可按外貌斷定是非，  

總要按公平斷定是非。  
                                                       約7:24 



被攻擊 
 

耶穌的位置危險麼？ 
但若不是時候，沒人能攻擊祂。 

 
要勇敢持守真理，是與非、對與錯，以誠
實的心判斷；代價就交託神，由祂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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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星期一 

於是眾人因著耶穌起了紛爭。
其中有人要捉拿祂，  

只是無人下手。  
                                                  約7:43-44 



立志遵行 
 

主耶穌明白會眾面對眾拉比及祂，難以判
別誰對誰錯；指出辨別真理的唯一路徑是
立志並遵行聖經，才通達真理、信心堅固。 

 
在異端邪說橫行的世代要判斷是非， 

不能光靠諮詢他人，必須親自讀經並實踐，
信仰才得堅固且指引人認識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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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星期二 

人若立志遵著祂的旨意行，
就必曉得這教訓或是出於神，

或是我憑著自己說的。  
                                                       約7:17 



能進天國 
 

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話題， 
難道門徒要加倍守律法才得進天國？ 

 
倒相反，文士與法利賽人標榜的是好行為，
基督徒卻承認自己不義，相信耶穌的死是
為了承擔自己的罪，這便是「因信稱義」，
即被宣告無罪，便得進天國。你願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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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星期三 

我告訴你們，你們的義，若
不勝於文士和法利賽人的義，

斷不能進天國。  
                                                       太5:20 



辨識動機 
 

拉比們慣於在安息日或節日在會堂教訓或
討論聖經；耶穌闡明上帝心意，真正遵從
律法的人，不再是被動地管束外在行為，

乃積極管理內在動機。 
 

猶太人於十二歲考核律法後便成為律法之
子，但為何他們沒有因真理得自由？要得
自由，必從認識自己、辨識內在動機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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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四月 

11 
星期四 

只是我告訴你們，凡向弟兄
動怒的，難免受審判。凡罵 . .  

                                                       太5:21 



自由人 
 

耶穌指出人性軟弱；心中無神的人，所作
的都是為了別人賞識？有神的人，那管別

人如何，所作的又起勁又喜樂。 
 

上帝創造人本來是自由的；人卻選擇了討
好別人而過著又被動又多怨氣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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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星期五 

你們要小心，不可將善事行
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們看
見；若是這樣，就不能得  

你們天父的賞賜了。  
                                                       太6:1 



禱告蒙神垂聽 
 

耶穌指出渴望神垂聽禱告，不是靠自己做
多少、出多少力，而是基於關係。 

 
後文耶穌所教導的主禱文，清楚劃分四種
關係：與神的、與自己的、與人的及與魔
鬼的；越認識這些關係及當求的事，越能

掌握禱告必蒙神垂聽的竅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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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星期六 

你們禱告，不可像外邦人，
用許多重複話；他們以為話

多了必蒙垂聽。  
                                                       太6:5 



真正財寶 
 

耶穌完全明白人的軟弱，祂並非要勸喻眾
人不必積儹財寶，而是指出人不快樂、多
憂慮的原諉，要改變必先調校內在的焦點。 

 
別小看人內在的力量，不管是富或貧、健
康或傷殘、學識淵博或目不識丁；聚焦後

所發的力量，無可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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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星期日 

因為你的財寶在那裡，  

你的心也在那裡。  
                                                       太6:21 



真正富有 
 

人對財富的迷戀是自然卻不正常；這是人
離開神之後迷失方向的結果，以生活需要
代替生命的輕重；即或解決了生活的問題
仍無助對生命的了解；而明白生命的意義，

重尋生命的優先次序，則生活無憂。 
 

基督徒明白生命意義，認識神並把神的國
和義放在優先，生活變得有序且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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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四月 

15 
星期一 

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
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太6:33 



別昧著良心 
 

耶穌知道祂成就救恩的時候到了，高調地
進耶京，所有人都按著良心迎祂為王，只
是仍有人昧著良心，不肯歸榮耀與神。 

 
耶穌第一次來臨，是作你生命的王。接受
祂的必歡呼喜樂，拒絕的人內心仍舊冷漠
殘酷；你卻要靠著主無論順逆都讚美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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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四月 

16 
星期二 

耶穌說：我告訴你們，  

若是他們閉口不說，  

這些石頭必要呼叫起來。  
                                                       路19:40 



別拒絕相信 
 

耶穌知道那些不信者的不信是基於良心被
埋沒；啟發良心必需要對準他們的心說話。 

 
謹記，信仰是個人的；別因為人而動搖，
每個人的信心都必經認信與經驗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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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四月 

17 
星期三 

耶穌回答說：我也要問你們
一句話：你們且告訴我：約
翰的洗禮，是從天上來的，

是從人間來的呢？  
                                                      路20:3-4 



別貪戀今生 
 

耶穌明說祂會再來，第一次是作我們生命
的王，第二次要審判全地；因此當謹慎自

守，貪戀今生的人看不見永恆！ 
 

基督徒活著最有價值的，不是被這個世界
影響，乃是影響世上的人。你還思慮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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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星期四 

你們要謹慎，恐怕因貪食醉
酒並今生的思慮，累住你們
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網羅忽

然臨到你們。  
                                                       路21:34 



耶穌的等待 
 

耶穌知道門徒會思念祂，因此吩咐門徒以
聖餐記念主、等待主再臨；但祂卻以不喝

葡萄汁來等待與我們天國相聚。 
 

你能明白耶穌對屬祂的人的深情嗎？祂的
愛遠遠超過人世間的愛情或親情或友情，
因為祂的同在已滿足了人最心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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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四月 

19 
星期五 受難節 

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  

我不再喝這葡萄汁，  

直等神的國來到。  
                                                       路22:18 



無罪釋放 
 

本節被稱為全福音的縮寫；耶穌的代贖使
凡信靠祂的人都被上帝宣告「無罪釋放」。 

 
耶穌被交給無法無天的人，他們因不義把
義人耶穌審判，上帝卻藉此來救活無助被
罪轄制的我們。因此，別怕為義受苦，祂
忍耐著罪人的頂撞，卻終會審判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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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星期六 受難節翌日 

耶穌被交給人，是為我們的過
犯；復活，是為叫我們稱義。 

                                                       羅4:25 



與耶穌聯合 
 

「形狀」指「樣式、外貌」；基督徒因信
把罪交給耶穌，耶穌也藉死亡把罪帶走；
因此，基督徒的生活是新生活，是有上帝

榮耀大能彰顯的生活模式。 
 

基督徒與基督聯合，不能再軟弱無力被罪
惡打倒！要靠主得勝，見證神同在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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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星期日 

我們若在祂死的形狀上與  

祂聯合，也要在祂復活的  

形狀上與祂聯合。  
                                                       羅6:5 



基督徒使命 
 

耶穌既擁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 
這是基督徒人生當有的方向。 

 
真正的門徒既有三樣特質：接受洗禮、聆
聽主的教訓、遵守主的教訓。我該如何為
所接觸的對象或信主的弟兄姊妹禱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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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星期一 復活節翌日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  

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
我了。所以，你們要去…。  
                                                太28:18-20 



傳好消息 
 

傳福音者帶著對人好的消息，目的是使人
得醫治、得釋放、得自由。 

 
傳福音者該擁有溫柔的生命，一顆渴望別
人得好處的心。存這顆心服侍者必得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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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星期二 

主耶和華的靈在身上，因為
耶和華用膏膏我，叫我傳好
消息給謙卑的人，差遣我醫
好傷心的人，報告被擄的得

釋放，被囚的出監牢。  
                                                       賽61:1 



傳平安福音 
 

主耶穌差遣門徒傳主福音，誰家接待他們
就要先祝福他們平安，若他們配得，平安
必臨這家；若不，平安要歸與傳福音者。 

 
聖經論平安是指與神、與人的關係和睦，
這是人人都渴望的福氣；而傳福音者無論
如何也是先得享平安。那麼，傳福音者該

抱何態度去傳主福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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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星期三 

無論進哪一家，先要說：  

願這一家平安。  
                                                       路10:5 



甘心傳福音 
 

保羅熱心傳福音是基於使命感的驅使， 
他若拒絕便是違背神，若甘心便得賞賜。 

 
保羅對召命有清晰的立場。這也是基督徒
的經驗，信主後已存放了對人靈魂得救的
催迫感，甘心者便經歷靈魂得救贖的喜樂。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4月主題：辨別動機  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9               四月 

25 
星期四 

我傳福音原沒有可誇的；因
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傳福
音，我便有禍了。我若甘心

作這事，就有賞賜…  
                                           林前9:16-17 



神愛世人 
 

本節經文是上帝宣告祂對人類的愛，不限
於以色列人，祂的救恩本來就是為全人類
而設，只是藉著以色列人成為傳揚的媒介。 

 
上帝的救恩從不含糊。信祂的人有奇蹟 
般的改變，因為永生使生活再不一樣。 
你因信了基督，生命有何改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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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星期五 

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
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

不致滅亡，反得永生。  
                                                       約3:16 



因祂得救 
 

基督教神學核心是救恩，表揚的是愛。 
 

不論你認為自己有多好或多壞，總逃不過
死亡。每個人都需要耶穌作救主，承認自
己的有罪，接受祂的救恩，必定得救。 
人生命既短暫，轉眼成空，你願意求主 

赦免你並幫助你與祂復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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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因為神差祂的兒子降世，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叫
世人因祂得救。  

                                                       約3:17 



不被定罪 
 

這是一個怎麼樣的宣告？難道上帝霸度麼？
不！因為不信的人要承擔己罪；唯獨信靠
基督把你的罪挪開，便不再被定罪了。 

 
基督徒並非自信過了頭或是歧視未信者。
我們只是把聖經亳不隱藏的應許宣告出來。

但願人聽見福音都渴慕有永生！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4月主題：辨別動機  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9               四月 

28 
星期日 

信祂的人，不被定罪；不信
的人，罪已經定了，因為他

不信神獨生子的名。  
                                                       約3:18 



福音見證 
 

使徒時代，福音每臨一處門徒都加倍增多。
不是使徒的能力，他們只忠於所託， 

不怕人言，宣告該宣講的。 
 

基督徒要帶領人歸主，要緊的是你的生命
是否盛載著福音，生活能見證基督的愛 

這好消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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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於是領受他話的人，  

就受了洗；那一天，  

門徒約添了三千人。  
                                                       徒2:41 



放膽 
 

本書最後的話，說出福音得以傳開的原委，
只要放膽傳，是沒有人可以禁止的。 

 
放膽，從來都是得勝的基礎。被負能量包
圍的人，常抱怨時不與我？勇敢、放膽，
倚靠神做該做的事，你會發現其力量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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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放膽傳講神的道；  

將主耶穌基督的事教導人，
並沒有人禁止。  

                                                       徒28: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