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2月主題：承使命  許淑芬牧師編寫  



使命與權柄 
 

這是主耶穌升天前對門徒的囑咐；祂看見
門徒中仍有人疑惑，便指出給門徒使命最
重要的有力支援，是祂以權柄托著。 

 
基督徒不是衝呀衝地實踐使命；要知道 
實踐使命最重要的是靠著耶穌的權柄； 

權柄背後，是祂對人類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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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二月 

1 
星期六 初八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  

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  

都賜給我了。  
                                                     太28:18 



去與奉 
 

耶穌的救恩是普及全人類，祂的心意是 
萬國萬民都得著福音，祂是全地的主。 

 
基督徒承擔傳福音使命是影響世界的大事；
我們不得不傳，因是奉主的名；也不用計
算成效，因是祂的工作。因此，只管去，
奉主的名見證主在你身上所作的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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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星期日 初九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
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  

給他們施洗。  
                                                  太28:19 



同在 
 

耶穌的應許何等重要，按著祂的吩咐， 
實踐使命，祂便同在，直到永遠。 

 
人類的恐懼是因為只有今生，只靠自己；
基督徒的平安是因為有主應許，有所倚靠，
認識永恆，且找到人生當有的目標與方向。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2月主題：承使命  許淑芬牧師編寫  

2020               二月 

3 
星期一 初十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
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  

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太28:20 



忍耐等候 
 

農夫當然要勤勞，收成卻要仰望上帝； 
秋雨是播種後，春雨是在收割前。作者以
這比喻勸勉苦難中的信徒忍耐等候主審判。 

 
我們當專注使命， 

其他的則交托神，祂自有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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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星期二 立春 

弟兄們哪！你們要忍耐，  

直到主來。看哪，農夫忍耐
等候地裡寶貴的出產，  

直到得了秋雨春雨。  
                                                    雅5:7 



考究遵行 
 

以斯拉帶領以色列人第二次回歸，距離第
一次回歸已過80年。他是祭司也是文士，
承擔教導以色列人認識神話語的沉重責任。 

 
以斯拉考究遵行聖經，因關鍵於猶太人的
生死存亡；基督徒要解決人生困惑與難題，
也必須要從聖經中找答案。你預備好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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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星期三 初十二 

以斯拉定意考究遵行耶和華
的律法，又將律例典章教訓

以色列人。  
                                                     拉7:10 



通達律法 
 

這是波斯王亞達薛西給以斯拉的諭旨， 
批核他帶領被擄的猶太人回歸耶路撒冷。         

 
王稱以斯拉是「大德」(即完美)， 

可見以斯拉在王心中的正面見證；因此，
別埋怨人以嚴格的、無情的眼光看待你，
神有祂的工作，你只管為主作好見證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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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星期四 初十三 

諸王之王亞達薛西，達於  

祭司以斯拉通達天上神律法  

大德的文士云云。  
                                                      拉7:12 



遵著神旨意 
 

亞達薛西王不單給以斯拉極高的評價， 
其信任度也是百分百。 

 
這異國的王所信任的，不單是以斯拉本人，
更是神律法的指引。別人能覺察我們是基
督徒，不單是你所說的，更是你所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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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星期五 初十四 

剩下的金銀，你和你的弟兄
看著怎樣好，就怎樣用，  

總要遵著你們神的旨意。  
                                                     拉7:18 



智慧 
 

王鼓勵以斯拉遵照神的律法教訓百姓。 
 

神所計劃的無人可以攔阻；祂掌管一切，
包括掌管人的心。基督徒當勇敢作當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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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星期六 元宵 

以斯拉阿，要照著你神賜你
的智慧，將所有明白你神律
法的人立為士師、審判官，
治理河西的百姓，使他們教
訓一切不明白神律法的人。  

                                                     拉7:25 



神的手幫助我 
 

「神的手幫助我」是以斯拉多次的宣告。
他如何看見神的手？除了是神蹟般使事情
順利外，更看見神藉著不同人的幫助。 

 
基督徒既相信神是真神，是活神，祂的權
柄與力量遠超於你所想像；因此，你還有
何懼怕？你當將一切事交託祂，察看祂的

作為，並以感謝的心與祂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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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星期日 

因耶和華我神的手幫助我，
我就得以堅強。  

                                                  拉7:28 



萬神之神 
 

尼布甲尼撒王因無法明白夢中奧祕而苦惱，
卻遇上但以理的神，不得不心悅誠服。 

 
一個本來打遍天下無敵手的王能佩服但以
理，是因為但以理背後的神對這王的重視。
我們更當認真認識神，隨時被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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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星期一 

王對但以理說：你既能  

顯明這奧祕的事，你們的神，  

誠然是萬神之神、萬王之王，
又是顯明奧祕事的。  

                                                    但2:47 



稱頌神的大能 
 

尼布甲尼撒王從但以理三位朋友身上看見
神的大能，祂有能力拯救倚靠祂的人。 

 
未認識神的人只能從你身上認識神。 

你正見證著神是滿有能力，還是不外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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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星期二 

…神，是應當稱頌的！祂差遣
使者救護倚靠祂的僕人，他們
不遵王命，捨去己身，在他們
神以外不肯事奉敬拜別神。  
                                                       但3:28 



見證神大能 
 

尼布甲尼撒王得病七年(可能是精神病)，
藉到他謙卑投靠神，得著康復且重登王位。 

 
每個基督徒都有類似的獨特經歷， 
讓聽的人不是看見講者的「低威」， 
而是看見主角——神的大能與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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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星期三 

日子滿足，我尼布甲尼撒舉
目望天，我的聰明復歸於我，
我便稱頌至高者，讚美尊敬

活到永遠的神。  
                                                  但4:34 



告訴他們 
 

耶穌不許剛得治的格拉森人跟隨祂， 
因耶穌有更重要的任務差遣他。 

 
我們一切的意願都可以坦然地跟耶穌訴說，

但最重要的是知道耶穌的回應後， 
你會跟祂糾纏，還是願意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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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星期四 

耶穌不許，卻對他說：你回
家去，到你的親屬那裡，將
主為你所作的是何等大的事，
是怎樣憐憫你，都告訴他們。  
                                                    可5:19 



傳揚耶穌 
 

這位格拉森門徒順服主，往低加波利這十
座城，竭力地傳揚耶穌，結果令人希奇。 

 
眾人看見活生生的他的改變，難以置信，
卻是真實的不得不信。傳揚耶穌觸動人心
的，不是你說甚麼，乃是你表現了甚麼。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2月主題：承使命  許淑芬牧師編寫  

2020               二月 

14 
星期五 

那人就走了，在低加波利，
傳揚耶穌為他作了何等大  

的事，眾人就都希奇。  
                                                  可5:20 



差遣門徒 
 

耶穌差遣門徒兩個一組結伴傳道，除了基
本護身物品外，其餘都不用帶；只要奉主
名，握主權柄，認定目標，便能承接使命。 

 
跟從主的福氣，不用愁衣食，有同伴分擔，
最重要有主同行。人往往的憂慮是超於 
理性且難以控制的，你如何克服憂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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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二月 

15 
星期六 

耶穌叫了十二個門徒來，差
遣他們兩個兩個的出去；也
賜給他們權柄，制伏污鬼。  

                                                      可6:7 



對他們作見證 
 

猶太人習慣從外地回國，把腳上塵土跺掉，
免得佔染外邦的不潔；耶穌轉換這習慣 
觀念，警剔拒絕福音者自負責任。 

 
本節明顯也是幫助傳福音者，別過於看重
別人的信與不信，門徒的責任只是傳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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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星期日 

何處的人不接待你們，  

不聽你們，你們離開那裡的
時候，就把腳上的塵土跺下

去，對他們作見證。  
                                                      可6:11 



給他們 
 

「二十兩」幾乎是「打工仔」一年工資。
門徒婉轉回覆耶穌，這是「不可能」！ 

 
耶穌明知道門徒身無分文，為何要「難為」
他們？不是難為！若中間有門徒「醒覺」
去「求主幫助」，場面該不再是尷尬， 

而是充滿期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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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星期一 

耶穌回答說：你們給他們喫罷。
門徒說：我們可以去買二十兩
銀子的餅，給他們喫麼？  

                                                      可6:37 



去看看 
 

耶穌沒有讓門徒停留於消極的尷尬場面，
反問門徒他們有多少，讓門徒盡力查找。 

 
耶穌沒有難為門徒做不可能的事，倒是讓
門徒積極盡己所能去找出路。當你面對困
難時，你是消極地動也不動怨天尤人， 

還是積極去查找出路解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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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星期二 

耶穌說：你們有多少餅？  

可以去看看。他們知道了，
就說：五個餅、兩條魚。  
                                                    可6:38 



遞給門徒 
 

門徒盡了力量只找到一個小孩給主的五餅
二魚；耶穌樂意祝福並轉交給門徒顯神蹟。 

 
試問當時上萬群眾能知道這是神蹟麼？不！
可能只有那小孩及門徒知道。耶穌最重要
的不是把「威威的」神蹟給萬人看，乃讓
門徒從經歷中認識祂是可信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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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星期三 雨水 

耶穌拿著這五個餅、兩條魚，
望著天祝福，擘開餅，遞給

門徒擺在眾人面前…。  
                                                     可6:41 



又遞給眾人 
 

門徒數月前經歷五餅二魚神蹟後再度經歷。 
 

耶穌再顯這類神蹟，重點同樣不是為群眾，
乃為門徒；讓門徒不要再為吃甚麼喝甚麼
憂慮，領他們進深準備承擔重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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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星期四 

耶穌說：你們有多少餅？他
們說：有七個，還有幾條小
魚。…祝謝了，擘開，遞給
門徒；門徒又遞給眾人。  

                                               太15:34,36 



省悟 
 

耶穌沒有說餅不重要，而是要門徒省悟 
生活更重要的是謹慎保守你的心思意念。 

 
很多人被吃喝玩樂迷惑了，以為沒有了那
些便沒自由，卻不知道更可怕的是心思被
迷惑，以致喜怒哀樂被操控了也不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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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星期五 

耶穌看出來，就說：你們為
甚麼因為沒有餅就議論呢？
你們還不省悟，還不明白麼？

你們的心還是愚頑麼？  
                                                  可8:17 



作光明的事 
 

保羅指出事奉者在錢銀上必須要注意作光
明的事，除了免被挑剔，也免陷於誘惑。 

 
不要被「不信我」這自尊絆倒而產生不必
要的憤怒與誤會。基督徒既作光明的事，
即或被挑剔又如何？澄清了豈不是個好見
證麼？因此，最重要的是留心作光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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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星期六 

我們留心行光明的事，  

不但在主面前，就在人面前，
也是這樣。  

                                                  林後8:21 



照在人前 
 

基督徒的好行為是照在人前，擋也擋不住；
也直接見證神在你身上的權能。 

 
所謂「見證」，不是「做」出來的，而是
生命的自然流露；基督徒是否認真執行過
神的命令，完全流露於你的言語及行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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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星期日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
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
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  

                                                  太5:16 



認出你們 
 

未信主的人如何認出是基督徒與否？耶穌
直接說出，在乎於門徒間相處的態度。 

 
基督徒彼此相認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愛
心」；正如使徒約翰所言，沒有愛心的、

恨弟兄的，不可能是屬於基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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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星期一 

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  

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  

我的門徒了。  
                                                  約13:35 



得榮耀 
 

耶穌賜新命令後，應許門徒禱告必蒙允。 
 

這是一個超乎想像卻滿有平安的應許。可
能有人反問若有人祈禱作壞事都成就麼？
當然不！耶穌賜應許的前提，是門徒愛耶
穌且領受彼此相愛的命令。心裡充滿愛的
人所祈禱的必蒙應允；相反，那咒詛人的
人所說的不用放在心上，上帝自有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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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星期二 

你們奉我的名，無論求甚麼，
我必成就，叫父因兒子得榮耀。  

                                                  約14:13 



多結果子 
 

耶穌給門徒新命令並應許禱告蒙允，目的
讓門徒經歷更豐盛生命，就是多結果子。
結甚麼果子？就是帶領人作主門徒。 

 
即或地上有苦難，但最能叫人心靈得滿足
的，是領人認識主。因此，別為地上的事
愁煩，專注使命，投身作永恆有價值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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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星期三 

你們多結果子，  

我父就因此得榮耀，  

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了。  
                                                  約15:8 



感謝為祭 
 

全本聖經很重視屬神的人獻呈「感恩」；
原來這是榮耀神之途。 

 
為何感恩的人便是榮耀神？因為人的言行
是反映內在的價值信念，而信念影響一個
人是好是壞。懂得感恩的人，必是個心靈
健康的人，也必能找到正路，得著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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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星期四 

凡以感謝獻上為祭的，便是
榮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  

我必使他得著我的救恩。  
                                                  詩50:23 



感謝父神 
 

本書說明教會是基督的身體，基督徒當有
新生的模式，無論順逆，都不被俗世染污，
以健康感恩的心作為言語行為的基本態度。 

 
「無論」這字指出基督徒的生活當有的一

致性。你如何幫助自己在認為難以 
感恩之時，仍發出感恩之聲？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2月主題：承使命  許淑芬牧師編寫  

2020               二月 

28 
星期五 

無論作甚麼，或說話，  

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穌的名，
藉著祂感謝父神。  

                                                   西3:17 



追求良善 
 

曾有人以良善的夫子稱呼耶穌，耶穌指出
真正的良善乃遵行十誡，即「愛神愛人」。 

 
最難持守愛神愛人的命令，多是因為內心
自義，不肯寬恕，心裡仇恨。要徹底改變，
必須要真正認識救恩，認識何謂神的愛。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2月主題：承使命  許淑芬牧師編寫  

2020               二月 

29 
星期六 

你們要謹慎，無論是誰都不
可以惡報惡；或是彼此相侍，
或是待眾人，常要追求良善。  

                                                  帖前5: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