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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怕 
 

五餅二魚神蹟後，耶穌為免群眾強迫祂作
王，便上船往對岸，待群眾散去後便獨自
上山禱告。四更天(羅馬人算法約清晨3至6
時)，門徒可能在船上等待耶穌，他們還未

看清楚甚麼，便驚慌害怕狂叫起來。 
 

門徒的怕是正常麼？耶穌卻借此機會訓練
門徒，冷靜看清楚事情，別自亂陣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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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七月 

1 
星期三 回歸紀念日 

耶穌連忙對他們說：  

你們放心！是我，不用怕！  
                                                     太14:27 



請叫我 
 

彼得興奮地看見耶穌從海面上走，但不敢
貿然下水，便請求耶穌吩咐他走到祂那裡。 

 
聰明的彼得學懂了事事請求主吩咐， 
這也是基督徒事奉得力的重要秘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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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七月 

2 
星期四 

彼得說：主，如果是祢，請
叫我從水面上走到祢那裡去。  

                                                     太14:28 



救我 
 

彼得在跟從耶穌的日子，學會了等候耶穌
吩咐，也學會事事求主幫助；成就了他 

日後成為教會舉足輕重的人物。 
 

上帝所使用的人，不是他多有才幹，而是
願意等候祂、倚靠祂，甘心為主所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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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七月 

3 
星期五 

耶穌說：你來罷！彼得…只因
見風甚大，就害怕；將要沉下
去，便喊著說：主阿！救我。 
                                                太14:29-30 



為何疑惑 
 

彼得到底疑惑甚麼？他肯定是相信耶穌， 
只是不相信自己！ 

 
相信耶穌與相信自己的人，生命有何變化？

前者是平安穩妥，後者則忐忑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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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七月 

4 
星期六 

耶穌趕緊伸手拉住他，說：你
這小信的人哪！為甚麼疑惑呢？ 

                                                     太14:31 



這是不可的 
 

上帝領彼得踏出一步，認識他不曾認識的
領域，了解神永恆計劃中對普世人的心意。 

 
屬靈生命的成長與突破可能要走出「安舒
區」；但謹記彼得接受「新知」，不是盲
從附和，而是經過多方考量並聖靈的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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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七月 

5 
星期日 

彼得卻說：主阿！這是不可
的，凡俗物和不潔淨的物，  

我從來沒有喫過。  
                                                     徒10:14 



歸榮耀與神 
 

當彼得為哥利流一家洗禮後，面對前所未
有的壓力，群眾質疑他的行動是不守真理。 

 
彼得沒有懼怕四方八面的輿論，不因勇敢，
乃因他按事實與對真理的了解而有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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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七月 

6 
星期一 小暑 

眾人聽見這話，就不言語了；
只歸榮耀與神，說：這樣看
來，神也賜恩給外邦人，  

叫他們悔改得生命了。  
                                                     徒11:18 



可責之處 
 

磯法（即彼得）為免與「割禮派」的人衝
突，本來正與外邦人喫飯，卻立刻裝假與
外邦人隔開；保羅為此正面責備他。 

 
彼得為免衝突，那刻選擇了裝假； 

保羅為免彼得越錯越深，這刻遣責了他；
不是「沒面比」，而是在真理與情面上，

必須作出合神心意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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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七月 

7 
星期二 

後來磯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
可責之處，我就當面抵擋他。 

                                                     加2:11 



親愛的兄弟 
 

本書是彼得晚年寫給小亞細亞的信徒， 
本節流露了他對保羅的尊重與深厚情誼。 

 
彼得與保羅之間曾起衝突卻無損他們在基
督裡的情誼。只要是持守聖經真理的，即
或立場與觀點不同，該不失尊重與友愛；
因為我們的生命是主的，都是為主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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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七月 

8 
星期三 

…就如我們所親愛的兄弟保
羅，照著賜給他的智慧，  

寫了信給你們…。  
                                                    彼後3:15 



揀選的器皿 
 

當保羅未認識耶穌時，憑著他的熱誠，逼
迫信徒；但神改變了他，並差遣亞拿尼亞

幫助他認識耶穌，堅定所信。 
 

我們當凡事仰望神，不以個人喜好對待別
人，而是按著神的帶領，作祂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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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七月 

9 
星期四 

主對亞拿尼亞說：你只管去；
他是我所揀選的器皿，要在
外邦人和君王並以色列人面

前，宣揚我的名。  
                                                     徒9:15 



接待他 
 

保羅當時信主已有三年，很多門徒仍怕他、
拒絕他，惟有巴拿巴接待他。 

 
基督徒彼此交往都是一種信心。 

我們不能勉強別人相信，卻要相信上帝 
總有辦法解決這「信心」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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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七月 

10 
星期五 

掃羅到了耶路撒冷，想與門徒
結交；他們却都怕他，不信他
是門徒。惟有巴拿巴接待他…。 
                                                     徒9:26-27 



分散各處 
 

司提反殉道後，教會人心惶惶，信徒四散。 
 

面對逼迫，逃命是對生存受到威脅的本能
反應，不是勇不敢勇敢的問題；但仍相信
一切也有上帝管理，逃命或留下都是一種

選擇，也有上帝美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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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七月 

11 
星期六 

從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會，
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
門徒都分散在猶太和撒瑪利

亞各處。  
                                                     徒8:1 



福音遍傳 
 

教會大遭逼迫，似乎更有助福音遍傳。 
 

主耶穌早預言門徒要受逼迫，雖然「逼迫」
不是出自上帝的手，卻是上帝所容許的，

成就祂的美意。萬事是相互效力， 
只要是愛神的人，必得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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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七月 

12 
星期日 

那些分散的人，  

往各處去傳道。  
                                                         徒8:4 



得救疑惑 
 

這幾個人是真誠警告不受割禮的命運。 
 

這是個重要的神學論題，關乎人的永恆生
命，必需嚴肅處理。當時的門徒爭辯卻沒
有紛爭，他們在未找到答案之前，謙卑尋
求屬靈長者解答其疑惑，是今時代的榜樣。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7月主題：看風暴  許淑芬牧師編寫  

2020               七月 

13 
星期一 

有幾個人，從猶太下來，教
訓弟兄們說：你們若不按摩
西的規條受割禮，不能得救。  

                                                     徒15:1 



彼此分開 
 

巴拿巴與保羅分道傳福音卻沒有分裂教會。 
 

使徒行傳見證初期教會的種種情況，有遭
逼迫的，有教義爭論的，也有人際衝突。
有些衝突可找得共識，有些則要分道揚鑣。
這又何妨呢？最重要的是為主並福音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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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七月 

14 
星期二 

於是二人起了爭論，甚至彼
此分開；巴拿巴帶著馬可…

保羅揀選了西拉…。  
                                               徒15:39-40 



交託神 
 

使徒保羅向以弗所教會的長老道別， 
叮囑他們如何繼續牧養神的教會。 

 
保羅知道即或他過去三年苦心經營的教會，
也會有人起來背叛上帝；但這沒有令他灰
心，因他相信的是神，交託祂，祂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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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七月 

15 
星期三 

如今我把你們交託神，和祂恩
惠的道；這道能建立你們，叫
你們和一切成聖的人同得基業。 

                                                     徒20:32 



往前走 
 

當摩西面對巨大的壓力，前無去路，後有
追兵，以色列人在痛苦喊叫。他可以怎樣
作？上帝卻反問摩西為何向祂哭喊？ 

 
難道上帝不明白摩西的壓力麼？當然明白，
卻要教導摩西，他既知道方向，別管那些
壓力，堅定地往前走，這是上帝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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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七月 

16 
星期四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為甚麼
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

人往前走。  
                                                     出14:15 



把水分開 
 

「把水分開」的能力是屬於神的， 
是神的權能，卻藉摩西行使。 

 
摩西面對頑梗的以色列人，他們的恐懼聲、
埋怨聲、責難聲此起彼落；摩西卻要專注
於神，聆聽神的聲音，才有能力完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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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七月 

17 
星期五 

你舉手向海伸仗，把水分開，
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乾地。  
                                                    出14:16 



算甚麼 
 

摩西不再把以色列人的怨言視為攻擊自己，
明白這是以色列人壓根兒對神的背叛。 

 
當摩西警覺以色列人的問題是源於他們與
神的關係，他不再對號入座，焦慮、困苦；
乃以屬靈眼光看所發生的事，冷靜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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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七月 

18 
星期六 

我們算甚麼，  

你們的怨言不是向我們發的，  

乃是向耶和華發的。  
                                                    出16:8下 



謙和 
 

本節該是後期加上，突出摩西的品格。 
 

摩西出埃及前隱居於曠野，娶了米甸祭司
的女兒為妻(她非古實人乃毀謗者看其膚色
故意的貶低)。當以列人平安出埃及後，岳
父帶著女兒與摩西重聚，卻遭摩西兄姊輕
視並借機會攻擊。摩西沒有爭辯，只俯伏
禱告；這態度成了我們在面對個人榮辱時

的典範；不用爭辯，只交託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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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為人極其謙和，  

勝過世上的眾人。  
                                                    民12:3 

2020               七月 

19 
星期日 



分別 
 

摩西在以色列人犯罪後，仍向神懇求同在。 
 

基督徒與其他人的分別，乃見證有神同在；
你的生活或順或逆，仍見證著神的同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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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
的百姓，在祢眼前蒙恩呢？
豈不是因你與我們同去，使
我和你的百姓，與地上的萬

民有分別麼？  
                                                   出33:16 

2020               七月 

20 
星期一 



放肆 
 

大祭司亞倫因為怕百姓發難， 
沒有盡上職份，竟縱容他們犯罪得罪神。 

 
這是人之常情嗎？人若在「是就是、 
非就非」前閉口不言，縱容惡人犯罪， 
是自貶身份，結果難以再被神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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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見百姓放肆  

（亞倫縱容他們，使他們在
仇敵中間被譏刺）…。  

                                                   出32:25 

2020               七月 

21 
星期二 



帕子 
 

摩西蒙上帕子，為要以色列人不要把他的
位置錯放，要專注神，而不是他。 

 
對百姓而言，是恐懼也是羨慕；對摩西而
言，他與神關係與人無關；但為別人的好
處，不得不謙卑地蒙上帕子，免令人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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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看見摩西的面皮發
光，摩西又用帕子蒙上臉，
等到他進去與耶和華說話，

就揭去帕子。  
                                                     出34:35 

2020               七月 

22 
星期三 大暑 



心志 
 

迦勒的心志與當代大部份人不同，他不是
被動地出埃及，也非無目標進迦南；他的
心志是要得著又高大又威猛的人之地。 

 
基督徒的盼望不是在乎那個國家或那類政
權，乃在乎神的同在。專一跟從祂， 
排除萬難，成就上帝要成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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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獨我的僕人迦勒，因他另
有一個心志，專一跟從我。  
                                                   民14:24上 

2020               七月 

23 
星期四 



專心跟從 
 

迦勒在40年悠長的等待歲月中，仍相信神
要把那最難奪取之地賜予他，那管他已是

全國年紀最大，仍信心滿滿。 
 

若是主的心意，那管環境與人事， 
專心按祂意旨行吧，祂定必幫助！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7月主題：看風暴  許淑芬牧師編寫  

2020               七月 

24 
星期五 

所以希伯崙作了基尼洗族  

耶孚尼的兒子迦勒的產業，  

直到今日，因為他專心跟從
耶和華以色列的神。  

                                                     書14:14 



神同在 
 

約書亞面對摩西死了，他要承擔帶領以色
列人進迦南的艱鉅任務，加上以色列人並

非順民，內心的忐忑可想而知。 
 

上帝鼓勵約書亞並非保他一帆風順，而是
應許祂同在。是的！無論遇見甚麼風雨，

只要祂同在，便可勇敢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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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當剛強壯膽，不要懼怕，也
不要驚惶；因為你無論往那裡
去，耶和華你的神必與你同在。 

                                                          書1:9 

2020               七月 

25 
星期六 



與你同在 
 

上帝使約書亞在人前得尊大， 
全因他尊神的名為大，遵從上帝的吩咐。 

 
人都渴望被尊重，謹記這「方程式」， 

不因你比某人強或人緣好， 
乃因你尊重神，以神為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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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對約書亞說：從今日起，
我必使你在以色列眾人眼前尊
大，使他們知道我怎樣與摩西
同在，也必照樣與你同在。 
                                                          書3:7 

2020               七月 

26 
星期日 



尊大 
 

上帝以能力與約書亞同在，使他在百姓面
前所說的都成就，令百姓尊重他、順服他。 

 
基督徒把神放在首位，不單榮耀神， 

且成為別人的祝福；若不，不但羞辱神，
也羞辱自己，且成了別人的絆腳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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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七月 

27 
星期一 

當那日，耶和華使約書亞在
以色列眾人眼前尊大；在他
平生的日子，百姓敬畏他，
像從前敬畏摩西一樣。  

                                                     書4:14 



尊重 
 

主耶穌形容上帝會如何尊重我們呢？ 
就是我們奉耶穌的名祈求，祂必應允。 

 
創天造地的神對我們的尊重遠超於我們想
像。因此，我們在世或遇福遇禍，要專注
祂，服事祂；有祂同在，祂必顧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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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七月 

28 
星期二 

若有人服侍我，就當跟從我；
我在那裡，服事我的人，也
要在那裡；若有人服我，  

我父必尊重他。  
                                                     約12:26 



剛強 
 

保羅視他的軟弱為最值得誇口，因他從軟
弱中經歷了神的同在，祂的恩典夠用。 

 
沒有人喜歡逼迫與苦難，我們當然可以求
神除去困苦，但更重要的祈求是祂同在。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7月主題：看風暴  許淑芬牧師編寫  

我為基督的緣故，就以軟弱、
凌辱、急難、逼迫、困苦，
為可喜樂的；因我甚麼時候
軟弱，甚麼時候就剛強了。  
                                                   林後12:10 

2020               七月 

29 
星期三 



站立得穩 
 

「真道」指信仰；舊約全律法包在「愛人
如己」這句話之內；新約耶穌吩咐愛的新
命令與傳福音大使命。「大丈夫」指勇敢

成熟的大人。 
 

基督徒是否勇敢成熟，顯露於是否能實踐
愛的命令上。有甚麼難阻你實踐愛呢？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7月主題：看風暴  許淑芬牧師編寫  

你們務要儆醒，在真道上站立
得穩，要作大丈夫，要剛強。 
                                                  林前16:13 

2020               七月 

30 
星期四 



同工 
 

耶穌完成了使命，聖靈降臨與門徒同工，
藉神蹟見證宣講的福音的可信。 

 
基督徒的最大優惠是經歷神的同在。但為
何很多基督徒對神不冷不熱、似信非信？
是否因沒有遵行主道，也欠經歷神的同在？ 

警察以諾團契  靈修默想  7月主題：看風暴  許淑芬牧師編寫  

2020               七月 

31 
星期五 

門徒出去，到處宣傳福音，
主和他們同工，用神蹟隨著，

證實所傳的道。  
                                                     可16: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