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頁，共 4 頁 

 
8888 月月月月 3333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哈該哈該哈該哈該書書書書    第第第第 1111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9999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哈哈哈哈    第第第第 1111 章章章章        
9  “你們盼望多得，所得的卻少；你們收到家中，我就吹去。這是為甚麼呢？因為我的殿

荒涼，你們各人卻顧自己的房屋。”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神的事重要，還是我的事重要，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 

    

8888 月月月月 4444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哈該哈該哈該哈該書書書書    第第第第 2222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5555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哈哈哈哈    第第第第 2222 章章章章        
5 這是照著你們出埃及我與你們立約的話。那時，我的靈住在你們中間，你們不要懼怕。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神的靈住在我們中間，這是祂的應許，我如何把握呢？ 

    

8888 月月月月 5555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撒迦利亞書撒迦利亞書撒迦利亞書撒迦利亞書    第第第第 1111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13131313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亞亞亞亞    第第第第 1111 章章章章        
13  耶和華就用美善的安慰話回答那與我說話的天使。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艱難中，有從神而來的安慰，還有甚麼比這更溫暖人心呢？ 

    

8888 月月月月 6666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撒迦利亞書撒迦利亞書撒迦利亞書撒迦利亞書    第第第第 2222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11111111----12121212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亞亞亞亞    第第第第 2222 章章章章        
11  “那時，必有許多國歸附耶和華，作他的子民。他要住在你中間，你就知道萬軍之耶和

華差遣我到你那裡去了。  

12  耶和華必收回猶大作他聖地的分，也必再揀選耶路撒冷。  
 
思考思考思考思考問題問題問題問題：：：：必有許多國歸附耶和華——神對亞伯拉罕的應許，難道應驗了？ 

    

8888 月月月月 7777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撒迦利亞書撒迦利亞書撒迦利亞書撒迦利亞書    第第第第 3333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2222----4444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亞亞亞亞    第第第第 3333 章章章章        
2  耶和華向撒但說：“撒但哪，耶和華責備你，就是揀選耶路撒冷的耶和華責備你，這不

是從火中抽出來的一根柴嗎？”  

3  約書亞穿著污穢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  

4  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說：“你們要脫去他污穢的衣服。”又對約書亞說：“我使你脫離罪

孽，要給你穿上華美的衣服。”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脫去、穿上，是完整的過程，如果只脫去了沒穿上，可就……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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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8 月月月月 10101010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撒迦利亞書撒迦利亞書撒迦利亞書撒迦利亞書    第第第第 4444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6666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亞亞亞亞    第第第第 4444 章章章章        
6  他對我說：“這是耶和華指示所羅巴伯的。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

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神交託重任，祂也必提供資源—— 
    

8888 月月月月 11111111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撒迦利亞書撒迦利亞書撒迦利亞書撒迦利亞書    第第第第 5555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9999----11111111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亞亞亞亞    第第第第 5555 章章章章        
9  我又舉目觀看，見有兩個婦人出來，在她們翅膀中有風，飛得甚快，翅膀如同鸛鳥的

翅膀。她們將量器抬起來，懸在天地中間。  

10  我問與我說話的天使說：“她們要將量器抬到哪裡去呢？”  

11  他對我說：“要往示拿地去，為它蓋造房屋。等房屋齊備，就把它安置在自己的地方。”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神要除去地上一切的罪，將來 …… 
    

8888 月月月月 12121212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撒迦利亞書撒迦利亞書撒迦利亞書撒迦利亞書    第第第第 6666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15151515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亞亞亞亞    第第第第 6666 章章章章        
15  遠方的人也要來建造耶和華的殿，你們就知道萬軍之耶和華差遣我到你們這裡來。你

們若留意聽從耶和華你們 神的話，這事必然成就。”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神的應許也不一定必成就，其中的關鍵就在—— 
    

8888 月月月月 13131313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撒迦利亞書撒迦利亞書撒迦利亞書撒迦利亞書    第第第第 7777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5555----7777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亞亞亞亞    第第第第 7777 章章章章        
5  “你要宣告國內的眾民和祭司說：‘你們這七十年，在五月、七月禁食悲哀，豈是絲毫向

我禁食嗎？  

6  你們吃喝，不是為自己吃、為自己喝嗎？  

7  當耶路撒冷和四圍的城邑有居民、正興盛，南地高原有人居住的時候，耶和華藉從前

的先知所宣告的話，你們不當聽嗎？’”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神不看重形式，祂看的是人心。我看我心…… 
    

8888 月月月月 14141414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撒迦利亞書撒迦利亞書撒迦利亞書撒迦利亞書    第第第第 8888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13131313----15151515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亞亞亞亞    第第第第 8888 章章章章        
13  猶大家和以色列家啊，你們從前在列國中怎樣成為可咒詛的；照樣，我要拯救你們，

使人稱你們為有福的。你們不要懼怕，手要強壯！”  

14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你們列祖惹我發怒的時候，我怎樣定意降禍，並不後悔；  

15  現在我照樣定意施恩與耶路撒冷和猶大家。你們不要懼怕。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開始聖工就不要停頓，半途而癈豈能榮耀神？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        

箴言箴言箴言箴言 9999 章章章章 111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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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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8 月月月月 17171717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撒迦利亞書撒迦利亞書撒迦利亞書撒迦利亞書    第第第第 9999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8888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亞亞亞亞    第第第第 9999 章章章章        
8  我必在我家的四圍安營，使敵軍不得任意往來，暴虐的人也不再經過，因為我親眼看

顧我的家。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個人的問題、教會的問題都不足畏，因為，神說祂必親自看顧祂的家—— 

    

8888 月月月月 18181818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撒迦利亞書撒迦利亞書撒迦利亞書撒迦利亞書    第第第第 10101010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9999----12121212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亞亞亞亞    第第第第 10101010 章章章章        
9  我雖然 4 播散他們在列國中，他們必在遠方記念我。他們與兒女都必存活，且得歸回。 

10  我必再領他們出埃及地，招聚他們出亞述，領他們到基列和黎巴嫩；這地尚且不夠他

們居住。  

11  耶和華必經過苦海，擊打海浪，使尼羅河的深處都枯乾。亞述的驕傲必致卑微；埃及

的權柄必然滅沒。  

12  我必使他們倚靠我，得以堅固；一舉一動必奉我的名。”這是耶和華說的。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在我渡過生命中的苦海時，也能感到有神在我身旁麼？ 

    

8888 月月月月 19191919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撒迦利亞書撒迦利亞書撒迦利亞書撒迦利亞書    第第第第 11111111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6666----7777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亞亞亞亞    第第第第 11111111 章章章章        
6  耶和華說：“我不再憐恤這地的居民，必將這民交給各人的鄰舍和他們王的手中。他們

必毀滅這地，我也不救這民脫離他們的手。”  

7  於是，我牧養這將宰的群羊，就是羊群中最困苦的羊。我拿著兩根杖，一根我稱為“榮
美”，一根我稱為“聯索”。這樣，我牧養了群羊。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沒有了牧人，羊群就失去保守，四散開了…… 
    

8888 月月月月 20202020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撒迦利亞書撒迦利亞書撒迦利亞書撒迦利亞書    第第第第 12121212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10101010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亞亞亞亞    第第第第 12121212 章章章章        
10  “我必將那施恩叫人懇求的靈，澆灌大衛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們必仰望我，就是他

們所扎的；必為我悲哀，如喪獨生子，又為我愁苦，如喪長子。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神應許降下聖靈，你有沒有感到？祂在你心中嗎？ 

    

8888 月月月月 21212121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撒迦利亞書撒迦利亞書撒迦利亞書撒迦利亞書    第第第第 13131313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7777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亞亞亞亞    第第第第 13131313 章章章章        
7  萬軍之耶和華說：“刀劍哪，應當興起，攻擊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擊打牧人，羊就分

散。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神看顧微小的弱者，今日的教會有沒有關顧弱勢群體？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        

箴言箴言箴言箴言 9999 章章章章 111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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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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8 月月月月 24242424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撒迦利亞書撒迦利亞書撒迦利亞書撒迦利亞書    第第第第 11114444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1111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亞亞亞亞    第第第第 14141414 章章章章        
1  耶和華的日子臨近，你的財物必被搶掠，在你中間分散。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主再來的日子說了兩千年了，不會就讓我碰上吧…… 

    

8888 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以斯帖記以斯帖記以斯帖記以斯帖記    第第第第 1111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2222----4444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斯斯斯斯    第第第第 1111 章章章章        
2 “波斯王塞魯士如此說：‘耶和華天上的 神，已將天下萬國賜給我，又囑咐我在猶大的

耶路撒冷為他建造殿宇。  

3 在你們中間凡作他子民的，可以上猶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華以色列 神

的殿，願 神與這人同在。  

4 凡剩下的人，無論寄居何處，那地的人要用金銀、財物、牲畜幫助他；另外也要為耶路

撒冷 神的殿，甘心獻上禮物。’”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一件事的成就，又豈只是一個人的功勞，可是，有時候我們就怕不被看重…… 

    

8888 月月月月 26262626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以斯帖記以斯帖記以斯帖記以斯帖記    第第第第 2222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68686868----69696969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斯斯斯斯    第第第第 2222 章章章章        
68  有些族長到了耶路撒冷耶和華殿的地方，便為 神的殿甘心獻上禮物，要重新建造。 

69  他們量力捐入工程庫的金子六萬一千達利克，銀子五千彌拿並祭司的禮服一百件。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今天人們作十一奉獻已很困難，如要像他們將全部甘心獻上，這嘛…… 

    

8888 月月月月 27272727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以斯帖記以斯帖記以斯帖記以斯帖記    第第第第 3333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10101010----11111111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斯斯斯斯    第第第第 3333 章章章章        
10  匠人立耶和華殿根基的時候，祭司皆穿禮服吹號，亞薩的子孫利未人敲鈸，照以色列

王大衛所定的例，都站著讚美耶和華。  

11  他們彼此唱和、讚美稱謝耶和華說：“他本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發慈愛。”他們讚美耶

和華的時候，眾民大聲呼喊，因耶和華殿的根基已經立定。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不求問功勞只默默付出；只因他們看到他們所有的一切，非從自己而出…… 

    

8888 月月月月 28282828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以斯帖記以斯帖記以斯帖記以斯帖記    第第第第 4444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4444----5555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斯斯斯斯    第第第第 4444 章章章章        
4  那地的民就在猶大人建造的時候，使他們的手發軟，擾亂他們。  

5  從波斯王塞魯士年間，直到波斯王大利烏登基的時候，賄買謀士，要敗壞他們的謀算。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建殿受擾亂，能不沮喪？生活有困難應不恐懼？你說，還有出路……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        

箴言箴言箴言箴言 9999 章章章章 111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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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