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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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主題：跨越限制：許淑芬牧師編寫  



雅比斯的禱告 
 

「雅比斯」名意是憂傷， 
是他母親生他甚是疼痛而給他起的名。 

 
雅比斯成長過程中不斷被叫著「憂傷、憂
傷」！但他成長後沒有逃避或隱藏，仍沿
用此名。人要成熟成長其中的要素是接受
自己，無論是原生家庭的背景或曾有過的
一切；越坦然接受必越自如地面對未來。

你認識自己並接納自己嗎？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6月主題：跨越限制：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9               六月 

1 
星期六 

雅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說…  
                                                       代上4:10 



擴張我的境界 
 
 

雅比斯向神祈求首件事是得更多的邊界，
那些邊界可能是被外邦人所佔或仍未得之
地；他非求不勞而獲，乃求更有能力獲勝。 

 
雅比斯所禱告的不是為一己利益，乃為 
神的國度得以擴展，這個禱告肯定獲允！ 
你晝夜所求的是甚麼呢？合神心意嗎？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6月主題：跨越限制：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9               六月 

2 
星期日 

甚願祢賜福與我，  

擴張我的境界…。  
                                                       代上4:10 



常與我同在 
 

雅比斯的第二個禱告是神同在。他不為名、
為利、為財富，只為神同在使他得勝。 

 
合神心意的禱告是如此簡單，無論甚麼景
況，只求祂同在；有祂，必定得勝！ 

祂怎會不答允呢？！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6月主題：跨越限制：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9               六月 

3 
星期一 

甚願祢賜福與我，擴張我的
境界，常與我同在…。  

                                                       代上4:10 



保佑我 
 

「不遭」指「離開」；「患難」指「惡事」。 
 

雅比斯明白痛苦的源頭在於行惡；他並非
求神改變環境，而是求神幫助他選擇正路，
免自找痛苦。你今天的苦況來自何方？ 
若是被別人的罪牽連則倚靠主同在得勝，
若是源於自己的罪則要離惡歸神啊！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6月主題：跨越限制：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9               六月 

4 
星期二 

甚願祢賜福與我，  

擴張我的境界，常與我同在，  

保佑我不遭患難，不受艱苦。  
                                                       代上4:10 



神應允他所求的 
 

禱告蒙允的公式是渴慕神同在並離惡行善。 
 

這條公式是耳熟能詳卻高不可攀？ 
不是神不願意，乃是人的頑梗不肯！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6月主題：跨越限制：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9               六月 

5 
星期三 

甚願祢賜福與我，擴張我的
境界，常與我同在，保佑我

不遭患難，不受艱苦。  

神就應允他所求的。  
                                                       代上4:10 



試探 
 

律法師的存在，是教導摩西律法給被擄歸
回的以色列人；他們熟讀律法，作者卻形
容他是來試探耶穌，為了「顯明自己有理」。 

 
令人絆倒的罪，其中是嫉妒。舊約的掃羅、
所羅門、耶羅波安等都是因為嫉妒而犯罪。

謙卑，是幫助自己越過此罪的鑰匙。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6月主題：跨越限制：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9               六月 

6 
星期四 

有一個律法師，起來試探耶
穌說：夫子！我該作甚麼才

可以承受永生？  
                                                     路10:25 



專注 
 

耶穌沒理會律法師的惡意，因重點不在 
他人的意念，乃在於幫助人專注聖經。 

 
我們很容易被這個時代帶歪了路，忙著生
氣別人的態度、行動？管理自己要專注甚
麼，是我們在這時代最重要的功課。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6月主題：跨越限制：許淑芬牧師編寫  

耶穌對他說：律法上寫的是
甚麼？你念的是怎樣呢？  

                                                      路10:26 

2019               六月 

7 
星期五 端午節 



態度 
 

律法師的回答，證明他的基礎知識正確，
但他的問題是急於表現自我，輕視耶穌。 

 
限制人的成熟不是知識，而是態度；偏見，
影響一個人的認知與行為。如何除去偏見？

當保持敬畏神尊重人的態度。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6月主題：跨越限制：許淑芬牧師編寫  

他回答說：你要盡心、盡性、
盡力、盡意，愛主你的神；

又要愛鄰舍如同自己。  
                                                       路10:27 

2019               六月 

8 
星期六 



重點 
 

昔日的夫子(即老師)多以問題引導學生思
考，律法師提問耶穌卻以回答耶穌告終。 

 
律法師嫉妒耶穌，要與耶穌角力；耶穌以
柔取勝，讓律法師不再糾纏於爭拗，乃專
注於真理。你還與人周旋口角或態度的對
錯麼？聚焦於真理，比口角勝利更有價值。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6月主題：跨越限制：許淑芬牧師編寫  

那人要顯明自己有理，就對
耶穌說：誰是我的鄰舍呢？  
                                                       路10:29 

2019               六月 

9 
星期日 



引導 
 

耶穌巧妙地引導這位律法師不再放焦點於
自己，乃在真正明白神的心意。 

 
這位律法師本來請纓來試探耶穌，結果被
耶穌的智慧折服。我們生活上很多細節都
有可能與人有衝突，嘗試以真理解難，不
為意氣或被情緒主導，把問題抽出核心，

尋出真理，持守所信。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6月主題：跨越限制：許淑芬牧師編寫  

你想這三個人，那一個是落
在強盜手中的鄰舍呢？  

                                                     路10:29 

2019               六月 

10 
星期一 



照行罷 
 

律法師不得不跟著耶穌的立論找出答案；
鄰舍不是自己篩選的，若遇見了便當盡力

去愛，這就是真理。 
 

簡單說，盡了你所能去愛，即或人或環境
沒有改變，又何必強求呢？該行的既已持

守，其他的留待上帝管理罷！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6月主題：跨越限制：許淑芬牧師編寫  

他說：是憐憫他的。  

耶穌說：你去照樣行罷。  
                                                       路10:37 

2019               六月 

11 
星期二 



十二使徒 
 

耶穌傳道的第二年，在眾多門徒(意追隨者)
中，選了十二人為使徒(意使者)。 

 
這十二人有何獨特？他們在過去一年 

必定是信心堅定，更熱烈跟隨主的一群。 
他們既如此愛主，相處必定和諧？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6月主題：跨越限制：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9               六月 

12 
星期三 

耶穌出去，上山禱告，整夜
禱告神；到了天亮，叫祂的
門徒來，就從他們中間挑選
十二個人，稱他們為使徒。  
                                                  路6:12-13 



誰為大？ 
 

耶穌任命使徒後，被耶穌差遣傳道、趕鬼、
治病，他們親歷其權能後，卻起了紛爭。 

 
門徒被揀選成為耶穌的使者，但他們還未
跨越人世間的地位高低。他們並非惡意，
只是思維未被轉化，在討論過程中爭論起
來。如何藉討論卻不爭執，保持愛與尊重？
也是這時代考驗你我屬靈境況底蘊的時候。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6月主題：跨越限制：許淑芬牧師編寫  

門徒中間起了議論，  

誰將為大？  
                                                       路9:46 

2019               六月 

13 
星期四 



坐在左右 
 

門徒持續著爭論誰為大，尤其在耶穌預告
祂要受死復活，成就救恩之後，兩位門徒
更進一步靜靜找耶穌商議未來的王國任命。 

 
兩位門徒羨慕善工，卻用了世俗方式去爭
取位置？耶穌給基督徒的位置是甚麼？ 
我們都是耶穌的僕人，謙卑服侍就是了。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6月主題：跨越限制：許淑芬牧師編寫  

他們(雅各及約翰)說：賜我
們在祢的榮耀裡，一個坐在
祢右邊，一個坐在祢左邊。  
                                                       可10:37 

2019               六月 

14 
星期五 



我們能 
 

耶穌提醒門徒跟從祂的路是難走；門徒意
志堅定。結果雅各是最早為主殉道，約翰
卻為主被流放海外，是使徒中最晚離開的。 

 
教會歷史是用殉道者的血所寫成的。 
你預備好跟從主，要為主受苦麼？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6月主題：跨越限制：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9               六月 

15 
星期六 

耶穌說：你們不知道所求的
是甚麼。我所喝的杯，你們
能喝麼？我所受的洗，你們
能受麼？他們說：我們能。  
                                            可10:38-39上 



惱怒 
 

十個門徒為何惱怒(意被激怒、忿恨)？ 
是嫉妒？感到不公平？認為他們不配？ 

 
耶穌如何處理門徒因爭論而產生的憤怒呢？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6月主題：跨越限制：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9               六月 

16 
星期日 父親節 

那十個門徒聽見，  

就惱怒雅各、約翰。  
                                                       可10:41 



誰願為大？ 
 

耶穌創造了新的角色秩序，不是呼喝人的
或是被服侍的為大，乃甘心服侍人的為大。 

 
耶穌指引了基督徒過更豐盛人生之途， 

去服侍、去關懷、去體恤別人， 
而不是整天埋怨，為不滿之事勞心。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6月主題：跨越限制：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9               六月 

17 
星期一 

耶穌叫他們來，對他們說：  

…只是在你們中間，不是這
樣；你們中間，誰願為大，

就必作你們的用人…。  
                                               可10:42-43 



人子 
 

耶穌如何解決門徒的嫉妒，或感到不公平，
或互相仇視的行動呢？ 

 
耶穌知道難以用說話，去平伏門徒的情緒。
祂帶領門徒進入更深處，以祂所行的為 
基準，不必專注於彼此，只專注於主， 

各人盡心地照主吩咐行便是了。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6月主題：跨越限制：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9               六月 

18 
星期二 

因為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
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
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  
                                                     可10:45 



求智慧 
 

所羅門與大衛共同攝政三年後，大衛死了，
他要獨自擔起國家重責。神在夢中向他顯
現，允許他祈求，他只求智慧牧養百姓。 

 
所羅門示範了必蒙神應允的禱告，就是放
下自我利益優先，追求有益於人的生命。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6月主題：跨越限制：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9               六月 

19 
星期三 

你既然求這事，不為自己求
壽、求富，也不求滅絕你仇
敵的性命，單求智慧可以聽
訟。我就應允你所求的。  

                                           王上3:11-12上 



賜給你 
 

上帝的慷慨，遠超我們所求；也可以理解
為所羅門求所得的智慧，會伴隨這些祝福。 

 
求智慧，是你我同樣每天的需要； 

但若只為求有個人智慧尋得發財之道， 
或升職上位，或得人青睞，與所羅門禱告
仍有極大的差異，怎能得神悅納呢？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6月主題：跨越限制：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9               六月 

20 
星期四 

你所沒有求的我也賜給你，就
是富足、尊榮，使你在世的日
子，列王沒有一個能比你的。  
                                                     王上3:13 



偏離 
 

所羅門晚年，為擴闊疆界，與別國結盟，
迎娶眾多妃嬪；為經濟穩定，與各國官商
往來，任由別國偶像進駐。忘了國家興盛

堅固，是因他敬畏神，愛民如子。 
 

年歲越增必與智慧深邃成正比嗎？ 
要持續以信心相信敬畏神，是惟一的路。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6月主題：跨越限制：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9               六月 

21 
星期五 

耶和華向所羅門發怒，因為
他的心偏離向他兩次顯現的

耶和華以色列的神。  
                                                   王上11:9 



祢是神 
 

希西家作王十四年後，被亞述國欺壓，最
初他息事寧人，奉上金錢；及後亞述王咄
咄進逼，他選擇投靠神，經歷神蹟性得勝。 

 
希西家經歷過神的大能後，禱告滿有信心。

可見經歷與信心是成正比的。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6月主題：跨越限制：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9               六月 

22 
星期六 

耶和華我們的神阿，現在求
祢救我們脫離亞述王的手，
使天下萬國都知道惟獨祢  

耶和華是神！  
                                                 王下19:19 



容易？ 
 

希西家不同經歷，對神的信心卻如此差異？ 
 

希西家變了？還是環境把人的真性情 
顯露出來？因此，不要因人的改變而失望， 
要專注神，在磨難的日子便能站立得穩。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6月主題：跨越限制：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9               六月 

23 
星期日 

希西家回答說：  

日影向前進十度容易，  

我要日影往後退十度。  
                                              王下20:10 



甚好？ 
 

希西家似乎沒有聽清楚先知的話？他沒聽
見，他的後代，會因他的狂傲而遭殃？ 
他卻選擇，聽見他在世的日子有平安！ 

 
一個只愛自己的人，智慧歸零！ 

其生命再沒建樹，枉論對別人有何裨益！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6月主題：跨越限制：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9               六月 

24 
星期一 

希西家對以賽亞說：你所說
耶和華的話甚好！若在我的
年日中，有太平和穩固的景

況，豈不是好麼？  
                                                王下20:20 



神同在 
 

約沙法是南國被稱為好王之一。他倚靠神，
國勢強盛，列國因懼怕他而紛紛進貢。 

 
神願意與渴慕祂同在的人同在。有神同在
的人，不但曉得遠離惡事，還建樹良多。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6月主題：跨越限制：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9               六月 

25 
星期二 

耶和華與約沙法同在，  

因為他行他祖大衛初行的道，
不尋求巴力。  

                                                      代下17:3 



與惡人結盟 
 

約沙法在大得尊榮後，是否過於自信，還
是失去了警覺？竟與最惡毒的王后耶洗別
結親，娶其女兒亞他利亞為兒媳，成了日

後幾乎被滅族的後患。 
 

人在高處會否「不知寒」？ 
以為一切掌握於手，便能駕馭一切？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6月主題：跨越限制：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9               六月 

26 
星期三 

約沙法大有尊榮、貲財，  

就與亞哈結親。  
                                                   代下18:1 



豈能與惡人合作? 
 

約沙法幫亞哈打仗，結果亞哈陣亡，他平
安返回耶城。為何神藉先知耶戶責備他？ 

 
難道你知道神何時懲罰惡人？若不，為何
不遠離惡人與惡事，保守自己得平安呢？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6月主題：跨越限制：許淑芬牧師編寫  

2019               六月 

27 
星期四 

…耶戶，出來迎接約沙法王，
對他說：你豈當幫助惡人，
愛那恨惡耶和華的人呢？因
此耶和華的忿怒臨到你。  

                                                   代下19:2 



和平人結局 
 

本節前兩句同義，提醒留心注意那些在道
德上正直與公正的人；他們是「和平人」，

即追求和睦者，必有好結局。 
 

真正追求和睦者，是身體力行， 
在動盪、惶惑之時，能被驗證出來。 

你的信仰經得起考驗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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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細察那完全人，觀看那正
直人，因為和平人有好結局。 
                                                      詩37:37 



惡人結局 
 

「犯法」即「背叛律法的人」，與和平人
終局不同，他們必受上帝審判。 

 
面對苦難，要忍耐，也別急於要見惡人受
懲治；上帝總有時間，要耐心等候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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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犯法的人，必一同滅絕；
惡人終必剪除。  

                                                       詩37:38 



義人得救 
 

本節指出，義人脫離困苦患難， 
是因為有神作他們的保障。 

 
人可以靠自己，靠著焦慮、失眠、埋怨…，
來脫離困苦患難麼？不可能的。出路是 
安靜、忍耐、順服神。先知以賽亞說： 
「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即歸向神)， 
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即倚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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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義人得救，是由於耶和華；
他在患難時作他們的營寨。  
                                                       詩37: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