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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020102010 年年年年 3333 月第一週月第一週月第一週月第一週    
3 月月月月 1111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馬馬馬馬可可可可福音第福音第福音第福音第 13131313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31313131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可可可可第第第第 13131313 章章章章        
31  天地要廢去，我的話卻不能廢去！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天地都要廢去！那麼，甚麼才是最有價值的？ 

    

3 月月月月 2222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馬馬馬馬可可可可福音第福音第福音第福音第 14141414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24242424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可可可可第第第第 14141414 章章章章        
24  耶穌說：“這是我立約的血，為多人流出來的。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耶穌立約的血是為我流出，那有何作用？ 

    

3 月月月月 3333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馬馬馬馬可可可可福音第福音第福音第福音第 15151515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42424242----43434343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可可可可第第第第 15151515 章章章章        
42  到了晚上，因為這是預備日，就是安息日的前一日，  

43  有亞利馬太的約瑟前來，他是尊貴的議士，也是等候 神國的。他放膽進去見彼

拉多，求耶穌的身體。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即或有可能名譽盡失，約瑟也要安葬耶穌，我有沒有這樣的勇敢和信心為主做

見證？    

    

3 月月月月 4444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馬馬馬馬可可可可福音第福音第福音第福音第 16161616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15151515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可可可可第第第第 16161616 章章章章        
15  他又對他們說：“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註：“萬民”原文作“凡受

造的”）聽。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傳福音？是傳道人的事，是宣教士的事……    

    

3 月月月月 5555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路加路加路加路加福音第福音第福音第福音第 1111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32323232----33333333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路路路路第第第第 1111 章章章章        
32  他要為大，稱為至高者的兒子，主 神要把他祖大衛的位給他。  

33  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遠；他的國也沒有窮盡。”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耶穌來，神的旨意得成就，你知道是何旨意嗎？ 

    

 

********************************************************************************************************************************************************************************************************************************************************************************************    

2010201020102010 年年年年 3333 月第二週月第二週月第二週月第二週 
3 月月月月 8888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路加路加路加路加福音第福音第福音第福音第 2222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7777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路路路路第第第第 2222 章章章章        
7  就生了頭胎的兒子，用布包起來，放在馬槽裡，因為客店裡沒有地方。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榮耀君王馬槽生？怎麼與人所期望的不同？你會覺得自己期望的常與神所行的

大不同嗎？    

22001100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度度度度度度度度  靈靈靈靈靈靈靈靈修修修修修修修修計計計計計計計計劃劃劃劃劃劃劃劃      「「「「「「「「在在在在在在在在至至至至至至至至聖聖聖聖聖聖聖聖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真真真真真真真真道道道道道道道道上上上上上上上上造造造造造造造造就就就就就就就就自自自自自自自自己己己己己己己己」」」」」」」」((猶猶猶猶猶猶猶猶 11::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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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月月月 9999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路加路加路加路加福音第福音第福音第福音第 3333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14141414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路路路路第第第第 3333 章章章章        
14  又有兵丁問他說：“我們當做甚麼呢？”約翰說：“不要以強暴待人，也不要訛

詐人，自己有錢糧就當知足。”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約翰呼召人去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信主以後，你可有讓耶穌改變你？    

 

3 月月月月 10101010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路加路加路加路加福音第福音第福音第福音第 4444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39393939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路路路路第第第第 4444 章章章章        
39  耶穌站在她旁邊，斥責那熱病，熱就退了。她立刻起來服事他們。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健康身體神所賜，如何運用配恩寵？ 

 

3 月月月月 11111111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路加路加路加路加福音第福音第福音第福音第 5555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11111111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路路路路第第第第 5555 章章章章        
11  他們把兩隻船攏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從了耶穌。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撇下所有去跟隨他？但世上好多東西都是我所愛的…… 

 

3 月月月月 11112222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路加路加路加路加福音第福音第福音第福音第 6666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27272727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路路路路第第第第 6666 章章章章        
27  只是我告訴你們這聽道的人，你們的仇敵，要愛他！恨你們的，要待他好！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受傷、被棄，我的仇敵如此對我，我如何可以愛他們？ 

    

    

    

********************************************************************************************************************************************************************************************************************************************************************************************    

2010201020102010 年年年年 3333 月第三週月第三週月第三週月第三週 
3 月月月月 11115555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路加路加路加路加福音第福音第福音第福音第 7777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47474747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路路路路第第第第 7777 章章章章        
47  所以我告訴你，她許多的罪都赦免了，因為她的愛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愛就

少。”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多少次我們犯罪；多少次我們離棄神，他的手卻總在那裡……你也經歷吧…… 

 

3 月月月月 11116666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路加路加路加路加福音第福音第福音第福音第 8888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25252525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路路路路第第第第 8888 章章章章        
25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的信心在哪裡呢？”他們又懼怕又希奇，彼此說：“這到

底是誰？他吩咐風和水，連風和水也聽從他了。”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人生中浪頭多，一來我就無力招架，誰──是誰在那兒幫助我？ 

 

3 月月月月 17171717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路加路加路加路加福音第福音第福音第福音第 9999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16161616----17171717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路路路路第第第第 9999 章章章章        
16  耶穌拿著這五個餅，兩條魚，望著天祝福，擘開，遞給門徒，擺在眾人面前。  

17  他們就吃，並且都吃飽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來，裝滿了十二籃子。  
 
思思思思考問題考問題考問題考問題：：：：你餓了，他給你吃；你渴了，他給你喝；你身邊的人也渴了餓了，你可關心他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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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月月月 18181818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路加路加路加路加福音第福音第福音第福音第 11110000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2222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路路路路第第第第 11110000 章章章章        
2  就對他們說：“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

出去收他的莊稼。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你可看到，傳福音的路上很孤單？你雖未被差遣，你也可以做點甚麼…… 

 

3 月月月月 19191919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路加路加路加路加福音第福音第福音第福音第 11111111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4444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路路路路第第第第 11111111 章章章章        
4  赦免我們的罪，因為我們也赦免凡虧欠我們的人。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

離兇惡（註：有古卷無末句）。”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曾遭傷害心難平？可知道“我原諒你”，這句說話有多美嗎？ 

 

 

********************************************************************************************************************************************************************************************************************************************************************************************    

2010201020102010 年年年年 3333 月第四週月第四週月第四週月第四週 
3 月月月月 22222222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路加路加路加路加福音第福音第福音第福音第 11112222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15151515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路路路路第第第第 11112222 章章章章        
15  於是對眾人說：“你們要謹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貪心，因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

豐富。”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世界何其精彩，物質何其豐富，耶穌說生命不在乎這些，我實在在乎呀…… 

    

3 月月月月 22223333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路加路加路加路加福音第福音第福音第福音第 11113333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16161616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路路路路第第第第 11113333 章章章章        
16  況且這女人本是亞伯拉罕的後裔，被撒但捆綁了這十八年，不當在安息日解開她

的綁嗎？”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為甚麼生在世上？為甚麼苦痛不絕？為甚麼竟會生病？內心是否有很多問題？ 

    

3 月月月月 22224444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路加路加路加路加福音第福音第福音第福音第 11114444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33334444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路路路路第第第第 11114444 章章章章        
34  鹽本是好的，鹽若失了味，可用甚麼叫它再鹹呢？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鹽的功用你可知道？失掉鹹味會怎樣？不知道不可以的——你，可是世上的鹽

呀…… 

    

3 月月月月 22225555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路加路加路加路加福音第福音第福音第福音第 11115555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24242424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路路路路第第第第 11115555 章章章章        
24  因為我這個兒子是死而復活，失而又得的。’他們就快樂起來。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神啊我不配，我自私，我自高，我自以為是，我多番不理你，為何仍愛我？ 

    

3 月月月月 22226666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路加路加路加路加福音第福音第福音第福音第 16161616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13131313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路路路路第第第第 16161616 章章章章        
13  一個僕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你們不能又

事奉 神，又事奉瑪門。”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你很會運用金錢，也珍惜它，如果有一天，神要你變賣家財分給窮人，你可捨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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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020102010 年年年年 3333 月第五週月第五週月第五週月第五週 
3 月月月月 29292929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路加路加路加路加福音第福音第福音第福音第 17171717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16161616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路路路路第第第第 11117777 章章章章        
16  又俯伏在耶穌腳前感謝他；這人是撒馬利亞人。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十個病人一個返，感謝耶穌榮耀神；你的恩典也不少，感謝讚美？──常忘了？ 

    

3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路加路加路加路加福音第福音第福音第福音第 18181818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1111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路路路路第第第第 18181818 章章章章        
1  耶穌設一個比喻，是要人常常禱告，不可灰心。  
 
思思思思考問題考問題考問題考問題：：：：我那麼恆切禱告，他卻……你說我能不灰心嗎？ 

    

3 月月月月 31313131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路加路加路加路加福音第福音第福音第福音第 11119999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8888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路路路路第第第第 11119999 章章章章        
8  撒該站著對主說：“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給窮人；我若訛詐了誰，就還他四倍。”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撒該悔改後跟以前實在有很大的分別，真不可思義；我也悔改了，可是我…… 

    

4 月月月月 1111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路加路加路加路加福音第福音第福音第福音第 20202020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21212121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路路路路第第第第 20202020 章章章章        
21  奸細就問耶穌說：“夫子，我們曉得你所講所傳都是正道，也不取人的外貌，乃

是誠誠實實傳 神的道。  
 
思考思考思考思考問題問題問題問題：：：：恭維讚美，人心享受，人的諂媚，可以不跌進其陷阱嗎？ 

    

4 月月月月 2222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路加路加路加路加福音第福音第福音第福音第 21212121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28282828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路路路路第第第第 21212121 章章章章        
28  一有這些事，你們就當挺身昂首，因為你們得贖的日子近了。”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看到天災人禍，你感到害怕嗎？可有感到時間近了？ 

    

    

    

    

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因為他們必得飽足因為他們必得飽足因為他們必得飽足。。。。    

                                                                                                                    馬太福音第馬太福音第馬太福音第馬太福音第 5555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6666 節節節節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敬拜禱告，細嚐靈糧，行真理！  速速速速讀讀讀讀——快速鳥瞰，上文下理，覽全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