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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月月月 7777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使徒行傳使徒行傳使徒行傳使徒行傳第第第第 22222222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21212121----22222222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徒徒徒徒第第第第 22222222 章章章章        
21 主向我說：‘你去吧！我要差你遠遠地往外邦人那裡去。’  

22 眾人聽他說到這句話，就高聲說：“這樣的人，從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當活著的！”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傳揚福音的其中一個方法是分享自己的見證，但不是每個人都會接受。你有這

樣的經歷嗎？即使不被接受你仍願意忠心盡責地傳講福音，並將結果交託給神嗎？ 

    

6 月月月月 8888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使徒行傳使徒行傳使徒行傳使徒行傳第第第第 23232323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11111111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徒徒徒徒第第第第 23232323 章章章章        
11 當夜，主站在保羅旁邊說：“放心吧！你怎樣在耶路撒冷為我作見證，也必怎樣在

羅馬為我作見證。”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當我們因為信仰而受到攻擊時，神會幫助我們。這就是祂的應許。你在面對攻

擊時有這信心嗎？ 

    

6 月月月月 9999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使徒行傳使徒行傳使徒行傳使徒行傳第第第第 22224444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25252525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徒徒徒徒第第第第 22224444 章章章章        
25 保羅講論公義、節制和將來的審判。腓力斯甚覺恐懼，說：“你暫且去吧！等我得

便再叫你來。”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當福音觸碰到內心深處那些罪時，腓力斯選擇了逃避。你又會選擇如何面對？ 

    

6 月月月月 10101010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約翰約翰約翰約翰福音第福音第福音第福音第 22225555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11111111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徒徒徒徒第第第第 22225555 章章章章        
11 我若行了不義的事，犯了甚麼該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辭！他們所告我的事若

都不實，就沒有人可以把我交給他們。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保羅可以坦然說我沒有行過不義的事，你可以嗎？ 

    

6 月月月月 11111111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使徒行傳使徒行傳使徒行傳使徒行傳第第第第 26262626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29292929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徒徒徒徒第第第第 26262626 章章章章        
29 保羅說：“無論是少勸，是多勸，我向 神所求的，不但你一個人，就是今天一切

聽我的，都要像我一樣，只是不要像我有這些鎖鏈。”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保羅關心這些陌生人的得救勝過自己的捆鎖。你有一顆克服一切困難，把陌生

人帶到基督面前的火熱的心嗎？ 

    

人活著人活著人活著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不是單靠食物不是單靠食物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耶和華口裡所出的一切話乃是靠耶和華口裡所出的一切話乃是靠耶和華口裡所出的一切話乃是靠耶和華口裡所出的一切話。。。。    

                                                                                                                                    申命記申命記申命記申命記第第第第 8888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3333 節節節節下下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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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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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月月月 11114444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使徒行傳第使徒行傳第使徒行傳第使徒行傳第 22227777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25252525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徒第徒第徒第徒第 22227777 章章章章        
25 所以眾位可以放心，我信 神他怎樣對我說，事情也要怎樣成就。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保羅乘坐的船遇上風浪，但深信上帝有祂要成就的事並得平安。你遇到風浪時

能像保羅般內心充滿平安嗎？ 

 

6 月月月月 11115555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使徒行傳第使徒行傳第使徒行傳第使徒行傳第 28282828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30303030----31313131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徒第徒第徒第徒第 28282828 章章章章        
30 保羅在自己所租的房子裡住了足足兩年。凡來見他的人，他全 都接待， 

31 放膽傳講 神國的道，將主耶穌基督的事教導人，並沒有人禁止。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保羅被軟禁期間仍放膽傳道。當你有機會時又會放膽傳揚主的大能嗎？ 

 

6 月月月月 11116666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羅馬書羅馬書羅馬書羅馬書第第第第 1111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16161616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羅羅羅羅第第第第 1111 章章章章        
16 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 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猶太人，後是

希臘人。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你有不敢放聲跟別人談論福音的經歷嗎你有不敢放聲跟別人談論福音的經歷嗎你有不敢放聲跟別人談論福音的經歷嗎你有不敢放聲跟別人談論福音的經歷嗎？？？？ 

 

6 月月月月 11117777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羅馬書羅馬書羅馬書羅馬書第第第第 2222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29292929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羅羅羅羅第第第第 2222 章章章章        
29 惟有裡面作的，才是真猶太人；真割禮也是心裡的，在乎靈，不在乎儀文。這人

的稱讚不是從人來的，乃是從 神來的。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你內在的心和外在的言行一致嗎你內在的心和外在的言行一致嗎你內在的心和外在的言行一致嗎你內在的心和外在的言行一致嗎？？？？你有信心得到你有信心得到你有信心得到你有信心得到    神的稱讚嗎神的稱讚嗎神的稱讚嗎神的稱讚嗎？？？？ 

 

6 月月月月 11118888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羅馬書羅馬書羅馬書羅馬書第第第第 3333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28282828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羅羅羅羅第第第第 3333 章章章章        
28 所以我們看定了：人稱義是因著信，不在乎遵行律法。 
 
思思思思考問題考問題考問題考問題：：：：單單行善不能得救單單行善不能得救單單行善不能得救單單行善不能得救，，，，你在你在你在你在    神面前可稱為義嗎神面前可稱為義嗎神面前可稱為義嗎神面前可稱為義嗎？？？？你有堅定於神的信心嗎你有堅定於神的信心嗎你有堅定於神的信心嗎你有堅定於神的信心嗎？？？？ 

 

人活著人活著人活著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不是單靠食物不是單靠食物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耶和華口裡所出的一切話乃是靠耶和華口裡所出的一切話乃是靠耶和華口裡所出的一切話乃是靠耶和華口裡所出的一切話。。。。    

                                                                                                                                    申命記申命記申命記申命記第第第第 8888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3333 節節節節下下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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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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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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月月月 21212121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羅馬書羅馬書羅馬書羅馬書第第第第 4444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2222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羅羅羅羅第第第第 4444 章章章章        
2 倘若亞伯拉罕是因行為稱義，就有可誇的；只是在 神面前並無可誇。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義建立於什麼之上？我們稱義並不是因為我們的行為…… 

 

6 月月月月 22222222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羅馬書羅馬書羅馬書羅馬書第第第第 5555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12121212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羅羅羅羅第第第第 5555 章章章章        
12 這就如罪是從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從罪來的，於是死就臨到眾人，因為眾人都

犯了罪。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因阿當犯罪使世人都被定罪因阿當犯罪使世人都被定罪因阿當犯罪使世人都被定罪因阿當犯罪使世人都被定罪？？？？你曾否或有否覺得不公平你曾否或有否覺得不公平你曾否或有否覺得不公平你曾否或有否覺得不公平？？？？ 

 

6 月月月月 23232323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羅馬書羅馬書羅馬書羅馬書第第第第 6666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22222222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羅羅羅羅第第第第 6666 章章章章        
22 但現今你們既從罪裡得了釋放，作了 神的奴僕，就有成聖的果子，那結局就是

永生！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你有永生的果子！你在恩典之下的新生命與以往在罪裡的有什麼分別？ 

 

6 月月月月 24242424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羅馬書羅馬書羅馬書羅馬書第第第第 7777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23232323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羅羅羅羅第第第第 7777 章章章章        
23 但我覺得肢體中另有個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戰，把我擄去，叫我附從那肢體中犯罪

的律。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聖靈與罪常在我們心中交戰。你會做什麼幫助你去戰勝罪的引誘？ 

 

6 月月月月 22225555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羅馬書羅馬書羅馬書羅馬書第第第第 8888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9999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羅羅羅羅第第第第 8888 章章章章        
9 如果 神的靈住在你們心裡，你們就不屬肉體，乃屬聖靈了。人若沒有基督的靈，

就不是屬基督的。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你是否已邀請了神居住在你心中？ 

 

人活著人活著人活著人活著，，，，不是單靠不是單靠不是單靠不是單靠食物食物食物食物，，，，乃是靠耶和華口裡所出的一切話乃是靠耶和華口裡所出的一切話乃是靠耶和華口裡所出的一切話乃是靠耶和華口裡所出的一切話。。。。    

                                                                                                                                    申命記申命記申命記申命記第第第第 8888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3333 節節節節下下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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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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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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月月月 22228888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羅馬書羅馬書羅馬書羅馬書第第第第 9999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20202020----21212121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羅羅羅羅第第第第 9999 章章章章        
20 你這個人哪，你是誰，竟敢向 神強嘴呢？受造之物豈能對造他的說：“你為甚麼

這樣造我呢？” 

21 窯匠難道沒有權柄從一團泥裡拿一塊做成貴重的器皿，又拿一塊做成卑賤的器皿

嗎？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神是創造者，我們是受造物。受造物還可以向創造者要求什麼呢？然而我們的

創造者都愛向祂的受造物發慈愛…… 

    

6 月月月月 22229999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羅馬書羅馬書羅馬書羅馬書第第第第 10101010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14141414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羅羅羅羅第第第第 10101010 章章章章        
14 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聽見他，怎能信他呢？沒有傳道的，怎能聽

見呢？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你身邊還有人從未聽過上帝的名嗎？你願意上帝藉著你去接觸他們嗎？ 

    

6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羅馬羅馬羅馬羅馬書書書書第第第第 11111111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22222222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羅羅羅羅第第第第 11111111 章章章章        
22 可見 神的恩慈和嚴厲，向那跌倒的人是嚴厲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長久

在他的恩慈裡，不然，你也要被砍下來。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你有對信仰的堅持、執著，‘長久在他的恩慈裡’嗎？ 

    

7 月月月月 1111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羅馬羅馬羅馬羅馬書書書書第第第第 11112222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4444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羅羅羅羅第第第第 11112222 章章章章        
4 正如我們一個身子上有好些肢體，肢體也不都是一樣的用處。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 神按各人賜不同的恩賜。你認識自己嗎？你在教會中能發揮什麼用處？ 

    

7 月月月月 2222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羅馬羅馬羅馬羅馬書書書書第第第第 11113333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8888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羅羅羅羅第第第第 11113333 章章章章        
8 凡事都不可虧欠人，惟有彼此相愛，要常以為虧欠，因為愛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基督為我們付出無盡的愛，因此我們永遠都是一個負債者。我們可以如何償債？ 

    

人活著人活著人活著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不是單靠食物不是單靠食物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耶和華口裡所出的一切話乃是靠耶和華口裡所出的一切話乃是靠耶和華口裡所出的一切話乃是靠耶和華口裡所出的一切話。。。。    

                                                                                                                                    申命記申命記申命記申命記第第第第 8888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3333 節節節節下下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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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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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