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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月月月 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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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4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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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41414 章章章章        
8 我們若活著，是為主而活；若死了，是為主而死。所以我們或活或死，總是主的

人。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我們無論是生是死都是主的人我們無論是生是死都是主的人我們無論是生是死都是主的人我們無論是生是死都是主的人！！！！你有忘記為主而活的時候嗎你有忘記為主而活的時候嗎你有忘記為主而活的時候嗎你有忘記為主而活的時候嗎？？？？ 

    

7777 月月月月 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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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51515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18181818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羅羅羅羅    第第第第 15151515 章章章章        
18 除了基督藉我做的那些事，我甚麼都不敢提，只提他藉我言語作為，用神蹟奇事

的能力，並聖靈的能力，使外邦人順服。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保羅說除了主藉他做的事外保羅說除了主藉他做的事外保羅說除了主藉他做的事外保羅說除了主藉他做的事外，，，，沒有別的沒有別的沒有別的沒有別的事事事事可引以為傲可引以為傲可引以為傲可引以為傲。。。。你有主藉你做的你有主藉你做的你有主藉你做的你有主藉你做的、、、、可誇可誇可誇可誇

口的事嗎口的事嗎口的事嗎口的事嗎？？？？ 

    

7 月月月月 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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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61616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17171717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羅羅羅羅    第第第第 16161616 章章章章        
17 弟兄們，那些離間你們、叫你們跌倒、背乎所學之道的人，我勸你們要留意躲避

他們。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你能分辨正確或是誤導的訊息嗎你能分辨正確或是誤導的訊息嗎你能分辨正確或是誤導的訊息嗎你能分辨正確或是誤導的訊息嗎？？？？願上帝賜你一顆明辨真理的心願上帝賜你一顆明辨真理的心願上帝賜你一顆明辨真理的心願上帝賜你一顆明辨真理的心！！！！ 

    

7 月月月月 8888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前書    第第第第 1111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22222222----23232323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哥前哥前哥前哥前    第第第第 1111 章章章章        
22 猶太人是要神蹟，希臘人是求智慧； 

23 我們卻是傳釘十字架的基督。在猶太人為絆腳石，在外邦人為愚拙；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今日仍今日仍今日仍今日仍有許多人認為福音是愚拙的有許多人認為福音是愚拙的有許多人認為福音是愚拙的有許多人認為福音是愚拙的。。。。然而然而然而然而，，，，你確信認識基督就是最大的智慧嗎你確信認識基督就是最大的智慧嗎你確信認識基督就是最大的智慧嗎你確信認識基督就是最大的智慧嗎？？？？    

    

7 月月月月 9999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前書    第第第第 2222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16161616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哥前哥前哥前哥前    第第第第 2222 章章章章        
16 “誰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導他呢？”但我們是有基督的心了。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每位基督徒都每位基督徒都每位基督徒都每位基督徒都有基督的心有基督的心有基督的心有基督的心。。。。不過不過不過不過，，，，還要加上親還要加上親還要加上親還要加上親近近近近主的渴望才能明白主的意思主的渴望才能明白主的意思主的渴望才能明白主的意思主的渴望才能明白主的意思。。。。

你有嗎你有嗎你有嗎你有嗎？？？？ 

    

主啊主啊主啊主啊，，，，如今我等甚麼呢如今我等甚麼呢如今我等甚麼呢如今我等甚麼呢？？？？我的指望在乎你我的指望在乎你我的指望在乎你我的指望在乎你！！！！ 
詩篇詩篇詩篇詩篇第第第第 39393939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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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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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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月月月 12121212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前書    第第第第 3333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9999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哥前哥前哥前哥前    第第第第 3333 章章章章        
9 因為我們是與 神同工的；你們是 神所耕種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你有放手讓上帝去耕種你的心田嗎你有放手讓上帝去耕種你的心田嗎你有放手讓上帝去耕種你的心田嗎你有放手讓上帝去耕種你的心田嗎？？？？ 

 

7 月月月月 13131313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前書    第第第第 4444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1111----2222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哥前哥前哥前哥前    第第第第 4444 章章章章        
1 人應當以我們為基督的執事，為 神奧秘事的管家。 

2 所求於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你有提醒自己要作神百般恩賜的你有提醒自己要作神百般恩賜的你有提醒自己要作神百般恩賜的你有提醒自己要作神百般恩賜的、、、、忠心的好管家嗎忠心的好管家嗎忠心的好管家嗎忠心的好管家嗎？？？？ 

 

7 月月月月 14141414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前書    第第第第 5555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6666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哥前哥前哥前哥前    第第第第 5555 章章章章    

    
6 你們這自誇是不好的，豈不知一點麵酵能使全團發起來嗎？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一點點的罪惡一點點的罪惡一點點的罪惡一點點的罪惡、、、、不潔不單不潔不單不潔不單不潔不單可能可能可能可能使自己使自己使自己使自己朽壞朽壞朽壞朽壞，，，，還可能絆倒身邊信徒還可能絆倒身邊信徒還可能絆倒身邊信徒還可能絆倒身邊信徒。。。。你有和弟兄你有和弟兄你有和弟兄你有和弟兄

姊妹姊妹姊妹姊妹互相鼓勵互相鼓勵互相鼓勵互相鼓勵、、、、代求及彼此建立代求及彼此建立代求及彼此建立代求及彼此建立嗎嗎嗎嗎？？？？ 

 

7 月月月月 15151515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前書    第第第第 6666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19191919----20202020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哥前哥前哥前哥前    第第第第 6666 章章章章        
19 豈不知你們的身子就是聖靈的殿嗎？這聖靈是從 神而來，住在你們裡頭的；並

且你們不是自己的人， 

20 因為你們是重價買來的，所以要在你們的身子上榮耀 神。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我們我們我們我們是重價買來是重價買來是重價買來是重價買來的的的的，，，，是基督以性命買來的是基督以性命買來的是基督以性命買來的是基督以性命買來的！！！！那你會以基督為你生命的主宰嗎那你會以基督為你生命的主宰嗎那你會以基督為你生命的主宰嗎那你會以基督為你生命的主宰嗎？？？？ 

 

7 月月月月 16161616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前書    第第第第 7777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19191919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哥前哥前哥前哥前    第第第第 7777 章章章章        
19 受割禮算不得甚麼，不受割禮也算不得甚麼，只要守神的誡命就是了。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儀式本身並不是最重要的儀式本身並不是最重要的儀式本身並不是最重要的儀式本身並不是最重要的，，，，是否明白其背後的意思才是最重要是否明白其背後的意思才是最重要是否明白其背後的意思才是最重要是否明白其背後的意思才是最重要。。。。當你守神的誡當你守神的誡當你守神的誡當你守神的誡

命時命時命時命時，，，，有否思想誡命背後的用意有否思想誡命背後的用意有否思想誡命背後的用意有否思想誡命背後的用意？？？？ 

 

主啊主啊主啊主啊，，，，如今我等甚麼呢如今我等甚麼呢如今我等甚麼呢如今我等甚麼呢？？？？我的指望在乎你我的指望在乎你我的指望在乎你我的指望在乎你！！！！ 
詩篇第詩篇第詩篇第詩篇第 39393939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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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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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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月月月 19191919 日日日日    ����    靈靈靈靈修修修修------------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前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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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前哥前哥前哥前    第第第第 8888 章章章章    
    
9 只是你們要謹慎，恐怕你們這自由竟成了那軟弱人的絆腳石。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基督徒的自由與他的責任是分不開的基督徒的自由與他的責任是分不開的基督徒的自由與他的責任是分不開的基督徒的自由與他的責任是分不開的。。。。堅定堅定堅定堅定別人別人別人別人在基督裡的信心在基督裡的信心在基督裡的信心在基督裡的信心比我們比我們比我們比我們自己自己自己自己的的的的

自由更重要自由更重要自由更重要自由更重要。。。。你在作任何事之前有想過對於別人你在作任何事之前有想過對於別人你在作任何事之前有想過對於別人你在作任何事之前有想過對於別人會會會會有什麼影響嗎有什麼影響嗎有什麼影響嗎有什麼影響嗎？？？？ 

 

7 月月月月 20202020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前書    第第第第 9999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25252525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哥前哥前哥前哥前    第第第第 9999 章章章章    
    
25 凡較力爭勝的，諸事都有節制，他們不過是要得能壞的冠冕；我們卻是要得不能

壞的冠冕。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你有否眷戀著世上那些會朽壞的冠冕你有否眷戀著世上那些會朽壞的冠冕你有否眷戀著世上那些會朽壞的冠冕你有否眷戀著世上那些會朽壞的冠冕，，，，而忽略了在天上的賞賜而忽略了在天上的賞賜而忽略了在天上的賞賜而忽略了在天上的賞賜？？？？ 

 

7 月月月月 21212121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前書    第第第第 10101010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13131313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哥前哥前哥前哥前    第第第第 10101010 章章章章    
    
13 你們所遇見的試探，無非是人所能受的。 神是信實的，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

所能受的。在受試探的時候，總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叫你們能忍受得住。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你有受試探的經驗嗎你有受試探的經驗嗎你有受試探的經驗嗎你有受試探的經驗嗎？？？？你會如何靠著祂的大能面對試探你會如何靠著祂的大能面對試探你會如何靠著祂的大能面對試探你會如何靠著祂的大能面對試探？？？？ 

 

7 月月月月 22222222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前書    第第第第 11111111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28282828----29292929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哥前哥前哥前哥前    第第第第 11111111 章章章章    
    
28 人應當自己省察，然後吃這餅、喝這杯。 

29 因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體，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你在接受聖餐前有反醒自己的罪你在接受聖餐前有反醒自己的罪你在接受聖餐前有反醒自己的罪你在接受聖餐前有反醒自己的罪、、、、並提醒自己聖餐的意義所在嗎並提醒自己聖餐的意義所在嗎並提醒自己聖餐的意義所在嗎並提醒自己聖餐的意義所在嗎？？？？ 

 

7 月月月月 23232323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前書    第第第第 12121212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23232323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哥前哥前哥前哥前    第第第第 12121212 章章章章    
    
23 身上肢體，我們看為不體面的，越發給它加上體面；不俊美的，越發得著俊美。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肢體如同主內弟兄姊妹肢體如同主內弟兄姊妹肢體如同主內弟兄姊妹肢體如同主內弟兄姊妹。。。。對於一些軟弱的肢體對於一些軟弱的肢體對於一些軟弱的肢體對於一些軟弱的肢體，，，，你可以如何利用自己的恩賜去你可以如何利用自己的恩賜去你可以如何利用自己的恩賜去你可以如何利用自己的恩賜去

幫助他們幫助他們幫助他們幫助他們？？？？ 

 

主啊主啊主啊主啊，，，，如今我等甚麼呢如今我等甚麼呢如今我等甚麼呢如今我等甚麼呢？？？？我的指望在乎你我的指望在乎你我的指望在乎你我的指望在乎你！！！！ 
詩篇第詩篇第詩篇第詩篇第 39393939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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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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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月月月 26262626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前書    第第第第 13131313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1111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哥前哥前哥前哥前    第第第第 13131313 章章章章    
    
1 我若能說萬人的方言，並天使的話語，卻沒有愛，我就成了鳴的鑼、響的鈸一般。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愛愛愛愛，，，，說來容易說來容易說來容易說來容易。。。。愛從哪來愛從哪來愛從哪來愛從哪來？？？？神愛你神愛你神愛你神愛你，，，，也希望藉你將祂的愛傳開也希望藉你將祂的愛傳開也希望藉你將祂的愛傳開也希望藉你將祂的愛傳開！！！！ 

    

7 月月月月 27272727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前書    第第第第 14141414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12121212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哥前哥前哥前哥前    第第第第 14141414 章章章章    
    
12 你們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屬靈的恩賜，就當求多得造就教會的恩賜。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你在求神多加你的恩賜時你在求神多加你的恩賜時你在求神多加你的恩賜時你在求神多加你的恩賜時，，，，也有也有也有也有為教會弟兄姊妹祈求恩賜嗎為教會弟兄姊妹祈求恩賜嗎為教會弟兄姊妹祈求恩賜嗎為教會弟兄姊妹祈求恩賜嗎？？？？ 

    

7 月月月月 28282828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前書    第第第第 15151515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58585858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哥前哥前哥前哥前    第第第第 15151515 章章章章    
    
58 所以，我親愛的弟兄們，你們務要堅固，不可搖動，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為知

道你們的勞苦，在主裡面不是徒然的。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我們在主內的勞苦不是徒然的我們在主內的勞苦不是徒然的我們在主內的勞苦不是徒然的我們在主內的勞苦不是徒然的！！！！你有努力為主作見證嗎你有努力為主作見證嗎你有努力為主作見證嗎你有努力為主作見證嗎？？？？ 

    

7 月月月月 29292929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前書    第第第第 16161616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14141414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哥前哥前哥前哥前    第第第第 16161616 章章章章    
    
14 凡你們所做的，都要憑愛心而做。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有時一些人有時一些人有時一些人有時一些人會因為會因為會因為會因為忘了忘了忘了忘了做事的目的做事的目的做事的目的做事的目的，，，，而而而而淪為淪為淪為淪為‘‘‘‘為做而做為做而做為做而做為做而做’’’’。。。。你你你你有嗎有嗎有嗎有嗎？？？？ 

    

7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哥林多後書哥林多後書哥林多後書哥林多後書    第第第第 1111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4444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哥後哥後哥後哥後    第第第第 1111 章章章章    
    
4 我們在一切患難中，他就安慰我們，叫我們能用 神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樣

患難的人。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當你在困境時當你在困境時當你在困境時當你在困境時，，，，你會否想過神會使用你的經歷去安慰你身邊的人你會否想過神會使用你的經歷去安慰你身邊的人你會否想過神會使用你的經歷去安慰你身邊的人你會否想過神會使用你的經歷去安慰你身邊的人？？？？ 

    

主啊主啊主啊主啊，，，，如今我等甚麼呢如今我等甚麼呢如今我等甚麼呢如今我等甚麼呢？？？？我的指望在乎你我的指望在乎你我的指望在乎你我的指望在乎你！！！！ 
詩篇第詩篇第詩篇第詩篇第 39393939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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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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