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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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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22222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46464646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路路路路第第第第 22222222 章章章章        
46  就對他們說：“你們為甚麼睡覺呢？起來禱告，免得入了迷惑！”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門徒都睡著了，也許他們累了；其實我不做神的工作都只不過是因為…… 

    

4 月月月月 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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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32323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55555555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路路路路第第第第 23232323 章章章章        
55  那些從加利利和耶穌同來的婦女跟在後面，看見了墳墓和他的身體怎樣安放。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你看那些婦女是微不足道？你看自己也是如此？你知道耶穌如何看她們、看

你？ 

    

4 月月月月 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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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42424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11111111----12121212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路路路路第第第第 24242424 章章章章        
11  她們這些話，使徒以為是胡言，就不相信。  

12  彼得起來，跑到墳墓前，低頭往裡看，見細麻布獨在一處，就回去了，心裡希奇

所成的事。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門徒聽到主復活，起初有點猶疑，你也有呀？後來呢？ 

    

4 月月月月 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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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3333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約約約約第第第第 1111 章章章章        
3  萬物是藉著他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他造的。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人有極大的潛力，可與天比高？可你知道誰叫你有此力？誰助你發揮出來？ 

    

4 月月月月 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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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2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11111111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約約約約第第第第 2222 章章章章        
11  這是耶穌所行的頭一件神跡，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顯出他的榮耀來，他的門

徒就信他了。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也許你忘了，也許你忘不了，那天你信耶穌，今天你仍信耶穌是為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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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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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月月月 1212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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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3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16161616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約約約約第第第第 3333 章章章章        
16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相信耶穌？是的我相信；好，再問你一次，你怎樣「相信」他？ 

 

4 月月月月 1313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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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4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15151515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約約約約第第第第 4444 章章章章        
15  婦人說：「先生，請把這水賜給我，叫我不渴，也不用來這麼遠打水。」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信耶穌就可以一直平順，像那婦人所言不用打水勞碌，你有這樣想過嗎？ 

 

4 月月月月 1111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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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55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6666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約約約約第第第第 5555 章章章章        
6  耶穌看見他躺著，知道他病了許久，就問他說：「你要痊癒嗎？」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千瘡百孔的內心，誰去修補？耶穌問你「你要痊癒嗎？」，你的回應是…… 

 

4 月月月月 1111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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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66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5555----7777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約約約約第第第第 6666 章章章章        
5  耶穌舉目看見許多人來，就對腓力說：「我們從哪裡買餅叫這些人吃呢？」  

6  他說這話是要試驗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樣行。  

7  腓力回答說：「就是二十兩銀子的餅，叫他們各人吃一點，也是不夠的。」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你如何看你手所要做的事？其成功與否是基於你的能力嗎？ 

 

4 月月月月 1111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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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77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38383838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約約約約第第第第 7777 章章章章        
38  信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信的人就有活水，這活水所指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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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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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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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月月月 1111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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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88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7777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約約約約第第第第 8888 章章章章        
7  他們還是不住地問他，耶穌就直起腰來，對他們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

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人只執意要定那女人的罪，沒有憐憫，沒有愛心；我們判斷別人時所抱的態度

又是…… 

 

4 月月月月 202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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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9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25252525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約約約約第第第第 9999 章章章章        
25  他說：「他是個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從前我是眼瞎的，如今

能看見了！」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有時候我們會只顧爭論，忘了傳福音的中心，其實可以是很簡單的…… 

 

4 月月月月 2121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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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1010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28282828----29292929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約約約約第第第第 10101010 章章章章        
28  我又賜給他們永生，他們永不滅亡，誰也不能從我手裡把他們奪去。  

29  我父把羊賜給我，他比萬有都大，誰也不能從我父手裡把他們奪去。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世界邪惡，不用怕？人心難測，不用怕？因為我們有…… 

 

4 月月月月 2222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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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111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4444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約約約約第第第第 11111111 章章章章        
4  耶穌聽見就說：「這病不至於死，乃是為 神的榮耀，叫 神的兒子因此得榮耀。」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困難來到，有如大山壓頂，難過得不想過了；奇怪，又過去了，是誰帶我…… 

 

4 月月月月 2323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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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21212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5555----6666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約約約約第第第第 12121212 章章章章        
5  說：「這香膏為什麼不賣三十兩銀子周濟窮人呢？」  

6  他說這話，並不是掛念窮人，乃因他是個賊，又帶著錢囊，常取其中所存的。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有犯罪的念頭，蓋住它！掩飾它！對了，用藉口，諸多的藉口──糟糕！他可

以看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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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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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月月月 2222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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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31313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34343434----35353535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約約約約第第第第 13131313 章章章章        
34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

愛。  

35  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人說從基督徒的相處，就可以看到神；也許我要檢討一下，為何人在我身上看

不到…… 

    

4 月月月月 2222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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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41414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27272727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約約約約第第第第 14141414 章章章章        
27  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的，不像世人所賜的；你們

心裡不要憂愁，也不要膽怯。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人生充滿競爭，充滿壓力──平安？在哪裡找？ 

    

4 月月月月 2222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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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51515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5555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約約約約第第第第 15151515 章章章章        
5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裡面的，我也常在他裡面，這人就多結果子。

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什麼。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若「果子」是領人歸主，那我，我就糟了，還有其他嗎？ 

    

4 月月月月 2222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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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61616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33333333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約約約約第第第第 16161616 章章章章        
33  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裡面有平安。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

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獨力面對，苦不堪言，人為何要這樣苦？我的神，你在哪兒？ 

    

4 月月月月 30303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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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71717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18181818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約約約約第第第第 17171717 章章章章        
18  你怎樣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樣差他們到世上。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我們是被差遣的一群，你可知道我們要去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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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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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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