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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月月月    6666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啟示錄啟示錄啟示錄啟示錄    第第第第 3333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11111111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啟啟啟啟    第第第第 3333 章章章章        
11 我必快來，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奪去你的冠冕。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基督徒有不同的恩賜基督徒有不同的恩賜基督徒有不同的恩賜基督徒有不同的恩賜、、、、才能才能才能才能及及及及經驗經驗經驗經驗。。。。你可能覺得自己的信心和靈力微小你可能覺得自己的信心和靈力微小你可能覺得自己的信心和靈力微小你可能覺得自己的信心和靈力微小，，，，但只但只但只但只

要你按著自己所有的為基督而活要你按著自己所有的為基督而活要你按著自己所有的為基督而活要你按著自己所有的為基督而活，，，，就可蒙神稱讚就可蒙神稱讚就可蒙神稱讚就可蒙神稱讚。。。。你有堅持的決心嗎你有堅持的決心嗎你有堅持的決心嗎你有堅持的決心嗎？？？？    

    

12121212 月月月月 7777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啟示錄啟示錄啟示錄啟示錄    第第第第 4444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7777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啟啟啟啟    第第第第 4444 章章章章        
7 第一個活物像獅子，第二個像牛犢，第三個臉面像人，第四個像飛鷹。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這四活物象徵了神四方面的屬性這四活物象徵了神四方面的屬性這四活物象徵了神四方面的屬性這四活物象徵了神四方面的屬性：：：：威嚴和大能威嚴和大能威嚴和大能威嚴和大能（（（（獅子獅子獅子獅子），），），），信實可靠信實可靠信實可靠信實可靠（（（（牛犢牛犢牛犢牛犢），），），），智智智智

慧慧慧慧（（（（人人人人），），），），和王權和王權和王權和王權（（（（鷹鷹鷹鷹）。）。）。）。你對上帝於這四方面有認識嗎你對上帝於這四方面有認識嗎你對上帝於這四方面有認識嗎你對上帝於這四方面有認識嗎？？？？    

    

12 月月月月 8888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啟示錄啟示錄啟示錄啟示錄    第第第第 5555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10101010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啟啟啟啟    第第第第 5555 章章章章        
10 又叫他們成為國民，作祭司，歸於 神，在地上執掌王權。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耶穌死了耶穌死了耶穌死了耶穌死了，，，，為世人的罪付了贖價為世人的罪付了贖價為世人的罪付了贖價為世人的罪付了贖價，，，，祂現在聚集我祂現在聚集我祂現在聚集我祂現在聚集我們們們們，，，，帶領我們進入祂的國度帶領我們進入祂的國度帶領我們進入祂的國度帶領我們進入祂的國度，，，，

使我們作祭司使我們作祭司使我們作祭司使我們作祭司，，，，將來我們要和祂一同作王將來我們要和祂一同作王將來我們要和祂一同作王將來我們要和祂一同作王。。。。你如何為這一天準備呢你如何為這一天準備呢你如何為這一天準備呢你如何為這一天準備呢？？？？    

    

12 月月月月 9999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啟示錄啟示錄啟示錄啟示錄    第第第第 6666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17171717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啟啟啟啟    第第第第 6666 章章章章        
17 因為他們忿怒的大日到了，誰能站得住呢？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拒絕神的人拒絕神的人拒絕神的人拒絕神的人，，，，沒有一個可以逃得過祂的忿怒沒有一個可以逃得過祂的忿怒沒有一個可以逃得過祂的忿怒沒有一個可以逃得過祂的忿怒！！！！但屬於基督的人卻要獲得獎賞但屬於基督的人卻要獲得獎賞但屬於基督的人卻要獲得獎賞但屬於基督的人卻要獲得獎賞，，，，

而不是懲罰而不是懲罰而不是懲罰而不是懲罰。。。。你屬於基督嗎你屬於基督嗎你屬於基督嗎你屬於基督嗎？？？？如果是的話如果是的話如果是的話如果是的話，，，，便不用恐懼這些末後的日子便不用恐懼這些末後的日子便不用恐懼這些末後的日子便不用恐懼這些末後的日子。。。。    

    

12月月月月 10101010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啟示錄啟示錄啟示錄啟示錄    第第第第 7777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17171717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啟啟啟啟    第第第第 7777 章章章章        
17 因為寶座中的羔羊必牧養他們，領他們到生命水的泉源； 神也必擦去他們一切的

眼淚。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信徒最後在天上和神同在信徒最後在天上和神同在信徒最後在天上和神同在信徒最後在天上和神同在，，，，他們的災難和悲哀已成過去他們的災難和悲哀已成過去他們的災難和悲哀已成過去他們的災難和悲哀已成過去：：：：不再為罪而流淚不再為罪而流淚不再為罪而流淚不再為罪而流淚，，，，因因因因

為一切的罪都被赦免了為一切的罪都被赦免了為一切的罪都被赦免了為一切的罪都被赦免了；；；；不再需要為了死亡而流淚不再需要為了死亡而流淚不再需要為了死亡而流淚不再需要為了死亡而流淚，，，，因為所有因為所有因為所有因為所有信徒都已復活信徒都已復活信徒都已復活信徒都已復活，，，，

不用再經歷死亡了不用再經歷死亡了不用再經歷死亡了不用再經歷死亡了。。。。這期盼能給你力量面對地這期盼能給你力量面對地這期盼能給你力量面對地這期盼能給你力量面對地上的挑戰嗎上的挑戰嗎上的挑戰嗎上的挑戰嗎？？？？    

    

我的心哪我的心哪我的心哪我的心哪，，，，你當默默無聲你當默默無聲你當默默無聲你當默默無聲，，，，專等候專等候專等候專等候    神神神神，，，，因為我的盼望是從他而來因為我的盼望是從他而來因為我的盼望是從他而來因為我的盼望是從他而來。。。。                                                                                                

詩篇詩篇詩篇詩篇    第第第第 62626262 篇篇篇篇    第第第第 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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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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月月月 13131313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啟示錄啟示錄啟示錄啟示錄    第第第第 8888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13131313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啟啟啟啟    第第第第 8888 章章章章        
13 我又看見一個鷹飛在空中，並聽見牠大聲說：“三位天使要吹那其餘的號，你們住在

地上的民，禍哉！禍哉！禍哉！”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面對面對面對面對地上的邪惡地上的邪惡地上的邪惡地上的邪惡及災難及災難及災難及災難，，，，我們可能會感到苦惱和不耐煩我們可能會感到苦惱和不耐煩我們可能會感到苦惱和不耐煩我們可能會感到苦惱和不耐煩，，，，但神有祂的計劃但神有祂的計劃但神有祂的計劃但神有祂的計劃，，，，我我我我

們必須相信們必須相信們必須相信們必須相信：：：：祂的安排是最好的祂的安排是最好的祂的安排是最好的祂的安排是最好的。。。。你有等待上帝的耐心嗎你有等待上帝的耐心嗎你有等待上帝的耐心嗎你有等待上帝的耐心嗎？？？？    

 

12月月月月 14141414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啟示錄啟示錄啟示錄啟示錄    第第第第 9999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20202020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啟啟啟啟    第第第第 9999 章章章章        
20 其餘未曾被這些災所殺的人仍舊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還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

看、不能聽、不能走，金、銀、銅、木、石的偶像；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這些人的心腸是多麼剛硬這些人的心腸是多麼剛硬這些人的心腸是多麼剛硬這些人的心腸是多麼剛硬，，，，甚至災難也不能夠使他們來到神面前甚至災難也不能夠使他們來到神面前甚至災難也不能夠使他們來到神面前甚至災難也不能夠使他們來到神面前。。。。看見災禍看見災禍看見災禍看見災禍，，，，

仍不悔改仍不悔改仍不悔改仍不悔改。。。。為甚麼會這樣為甚麼會這樣為甚麼會這樣為甚麼會這樣？？？？你會盡你的能力去幫助他們認清真正的主宰嗎你會盡你的能力去幫助他們認清真正的主宰嗎你會盡你的能力去幫助他們認清真正的主宰嗎你會盡你的能力去幫助他們認清真正的主宰嗎？？？？    

 

12月月月月 15151515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啟示錄啟示錄啟示錄啟示錄    第第第第 10101010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10101010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啟啟啟啟    第第第第 10101010 章章章章        
9 我從天使手中把小書卷接過來，吃盡了，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吃了以後，肚子覺

得發苦了。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先甜後苦先甜後苦先甜後苦先甜後苦，，，，什麼意思什麼意思什麼意思什麼意思？？？？神的話對信徒來說是甜的神的話對信徒來說是甜的神的話對信徒來說是甜的神的話對信徒來說是甜的，，，，因為它帶來鼓勵因為它帶來鼓勵因為它帶來鼓勵因為它帶來鼓勵，，，，但它卻在但它卻在但它卻在但它卻在

我們的肚子裡發苦我們的肚子裡發苦我們的肚子裡發苦我們的肚子裡發苦，，，，因為我們要向非信徒宣告那將要來臨的審判因為我們要向非信徒宣告那將要來臨的審判因為我們要向非信徒宣告那將要來臨的審判因為我們要向非信徒宣告那將要來臨的審判。。。。    

 

12月月月月 16161616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啟示錄啟示錄啟示錄啟示錄    第第第第 11111111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10101010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啟啟啟啟    第第第第 11111111 章章章章        
10 住在地上的人就為他們歡喜快樂，互相餽送禮物，因這兩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

受痛苦。 
 
思考問思考問思考問思考問題題題題：：：：有罪的人憎惡那些提醒他們認罪有罪的人憎惡那些提醒他們認罪有罪的人憎惡那些提醒他們認罪有罪的人憎惡那些提醒他們認罪及及及及悔改的人悔改的人悔改的人悔改的人。。。。他們憎恨基督和祂的跟隨者他們憎恨基督和祂的跟隨者他們憎恨基督和祂的跟隨者他們憎恨基督和祂的跟隨者。。。。指指指指

出人家的惡會被憎恨出人家的惡會被憎恨出人家的惡會被憎恨出人家的惡會被憎恨，，，，你怕嗎你怕嗎你怕嗎你怕嗎？？？？雖雖雖雖面對苦難面對苦難面對苦難面對苦難，，，，但但但但與與與與天上的大賞賜相比天上的大賞賜相比天上的大賞賜相比天上的大賞賜相比，，，，就顯就顯就顯就顯

得微不足道了得微不足道了得微不足道了得微不足道了。。。。    

 

12月月月月 17171717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啟示錄啟示錄啟示錄啟示錄    第第第第 12121212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17171717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啟啟啟啟    第第第第 12121212 章章章章        
17 龍向婦人發怒，去與她其餘的兒女爭戰，這兒女就是那守 神誡命，為耶穌作見證

的。那時龍就站在海邊的沙上。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這場這場這場這場屬靈屬靈屬靈屬靈戰爭仍在進行戰爭仍在進行戰爭仍在進行戰爭仍在進行，，，，但戰爭的結果卻是早已確定了但戰爭的結果卻是早已確定了但戰爭的結果卻是早已確定了但戰爭的結果卻是早已確定了。。。。撒但仍然每日作戰撒但仍然每日作戰撒但仍然每日作戰撒但仍然每日作戰，，，，

使更多人加入牠使更多人加入牠使更多人加入牠使更多人加入牠，，，，與神作對與神作對與神作對與神作對。。。。你相信靠主你便可以得勝嗎你相信靠主你便可以得勝嗎你相信靠主你便可以得勝嗎你相信靠主你便可以得勝嗎？？？？    

 

我的心哪我的心哪我的心哪我的心哪，，，，你當你當你當你當默默無聲默默無聲默默無聲默默無聲，，，，專等候專等候專等候專等候    神神神神，，，，因為我的盼望是從他而來因為我的盼望是從他而來因為我的盼望是從他而來因為我的盼望是從他而來。。。。                                                                                                                                    

詩篇詩篇詩篇詩篇    第第第第 62626262 篇篇篇篇    第第第第 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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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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月月月 20202020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啟示錄啟示錄啟示錄啟示錄    第第第第 13131313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10101010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啟啟啟啟    第第第第 13131313 章章章章        
10 擄掠人的，必被擄掠；用刀殺人的，必被刀殺。聖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迫迫迫迫害害害害是是是是磨練磨練磨練磨練成長的好機會成長的好機會成長的好機會成長的好機會。。。。約翰所看到的大迫害約翰所看到的大迫害約翰所看到的大迫害約翰所看到的大迫害正是給信徒表現堅忍和成長的正是給信徒表現堅忍和成長的正是給信徒表現堅忍和成長的正是給信徒表現堅忍和成長的

機會機會機會機會。。。。把危機變成轉機把危機變成轉機把危機變成轉機把危機變成轉機，，，，使靈命成長使靈命成長使靈命成長使靈命成長。。。。在看似是危機當中在看似是危機當中在看似是危機當中在看似是危機當中，，，，你可以看到轉機嗎你可以看到轉機嗎你可以看到轉機嗎你可以看到轉機嗎？？？？    

 

12月月月月 21212121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啟示錄啟示錄啟示錄啟示錄    第第第第 14141414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16161616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啟啟啟啟    第第第第 14141414 章章章章        
16 那坐在雲上的，就把鐮刀扔在地上；地上的莊稼就被收割了。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收割收割收割收割是一個審判是一個審判是一個審判是一個審判的喻象的喻象的喻象的喻象：：：：基督把忠貞的信徒分別出來基督把忠貞的信徒分別出來基督把忠貞的信徒分別出來基督把忠貞的信徒分別出來，，，，像農夫收割莊稼像農夫收割莊稼像農夫收割莊稼像農夫收割莊稼。。。。那些那些那些那些

曾被迫害和為主殉道的曾被迫害和為主殉道的曾被迫害和為主殉道的曾被迫害和為主殉道的將會得到期待已久的賞賜將會得到期待已久的賞賜將會得到期待已久的賞賜將會得到期待已久的賞賜。。。。你期待這一天來臨嗎你期待這一天來臨嗎你期待這一天來臨嗎你期待這一天來臨嗎？？？？    

 

12月月月月 22222222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啟示錄啟示錄啟示錄啟示錄    第第第第 15151515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8888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啟啟啟啟    第第第第 15151515 章章章章        
8 因 神的榮耀和能力，殿中充滿了煙。於是沒有人能以進殿，直等到那七位天使所

降的七災完畢了。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充滿聖殿的煙表明神的榮耀和能力充滿聖殿的煙表明神的榮耀和能力充滿聖殿的煙表明神的榮耀和能力充滿聖殿的煙表明神的榮耀和能力，，，，無人能逃避這次審判無人能逃避這次審判無人能逃避這次審判無人能逃避這次審判，，，，包括基督徒包括基督徒包括基督徒包括基督徒。。。。面對面對面對面對

審判審判審判審判，，，，你的結果會是如何你的結果會是如何你的結果會是如何你的結果會是如何？？？？    

 

12月月月月 23232323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啟示錄啟示錄啟示錄啟示錄    第第第第 16161616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15151515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啟啟啟啟    第第第第 16161616 章章章章        
15 看哪！我來像賊一樣。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見他羞恥的有福了！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耶穌基督耶穌基督耶穌基督耶穌基督會會會會在想不到的時候在想不到的時候在想不到的時候在想不到的時候，，，，忽然再來忽然再來忽然再來忽然再來（（（（參帖前參帖前參帖前參帖前 5:1-6），），），），因此我們必須作好準因此我們必須作好準因此我們必須作好準因此我們必須作好準

備備備備，，，，在在在在試探中站穩試探中站穩試探中站穩試探中站穩，，，，決志遵從神的道德要求決志遵從神的道德要求決志遵從神的道德要求決志遵從神的道德要求。。。。你你你你預備好迎接主的再來沒有預備好迎接主的再來沒有預備好迎接主的再來沒有預備好迎接主的再來沒有？？？？    

 

12月月月月 24242424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啟示錄啟示錄啟示錄啟示錄    第第第第 17171717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14141414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啟啟啟啟    第第第第 17171717 章章章章        
14 他們與羔羊爭戰，羔羊必勝過他們，因為羔羊是萬主之主，萬王之王。同著羔羊的，

就是蒙召、被選、有忠心的，也必得勝。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基督徒就是蒙召的基督徒就是蒙召的基督徒就是蒙召的基督徒就是蒙召的。。。。上帝已宣告我們會跟祂一起得勝上帝已宣告我們會跟祂一起得勝上帝已宣告我們會跟祂一起得勝上帝已宣告我們會跟祂一起得勝！！！！你有信心嗎你有信心嗎你有信心嗎你有信心嗎？？？？ 

 

我的心哪我的心哪我的心哪我的心哪，，，，你當默默無聲你當默默無聲你當默默無聲你當默默無聲，，，，專等候專等候專等候專等候    神神神神，，，，因為我的盼望是從他而來因為我的盼望是從他而來因為我的盼望是從他而來因為我的盼望是從他而來。。。。                                                                                                                                    

詩篇詩篇詩篇詩篇    第第第第 62626262 篇篇篇篇    第第第第 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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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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月月月 27272727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啟示錄啟示錄啟示錄啟示錄    第第第第 18181818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8888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啟啟啟啟    第第第第 18181818 章章章章        
8 所以在一天之內，她的災殃要一齊來到，就是死亡、悲哀、饑荒。她又要被火燒盡

了，因為審判她的主 神大有能力。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一時之間一時之間一時之間一時之間，，，，人所擁有的都會被毀滅人所擁有的都會被毀滅人所擁有的都會被毀滅人所擁有的都會被毀滅。。。。那些注重物質的人那些注重物質的人那些注重物質的人那些注重物質的人，，，，當他們當他們當他們當他們去世的時候便去世的時候便去世的時候便去世的時候便

一無所有一無所有一無所有一無所有。。。。你你你你可以帶甚麼到新天新地去可以帶甚麼到新天新地去可以帶甚麼到新天新地去可以帶甚麼到新天新地去？？？？就是就是就是就是你你你你的信心的信心的信心的信心、、、、品格和肢體的關係品格和肢體的關係品格和肢體的關係品格和肢體的關係，，，，

這些比任何的金錢這些比任何的金錢這些比任何的金錢這些比任何的金錢、、、、權力或享受都重要得多權力或享受都重要得多權力或享受都重要得多權力或享受都重要得多。。。。    

    

12月月月月 28282828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啟示錄啟示錄啟示錄啟示錄    第第第第 19191919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7777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啟啟啟啟    第第第第 19191919 章章章章        
7 我們要歡喜快樂，將榮耀歸給他！因為羔羊婚娶的時候到了，新婦也自己預備好了，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新婦新婦新婦新婦就是就是就是就是教會教會教會教會，，，，包括了歷代以來所有忠心的信徒包括了歷代以來所有忠心的信徒包括了歷代以來所有忠心的信徒包括了歷代以來所有忠心的信徒。。。。新娘穿著光明潔白的細麻衣新娘穿著光明潔白的細麻衣新娘穿著光明潔白的細麻衣新娘穿著光明潔白的細麻衣，，，，

代表代表代表代表聖徒的義行聖徒的義行聖徒的義行聖徒的義行，，，，這不是信徒藉遵守宗教禮儀換來的義這不是信徒藉遵守宗教禮儀換來的義這不是信徒藉遵守宗教禮儀換來的義這不是信徒藉遵守宗教禮儀換來的義，，，，乃是回應基乃是回應基乃是回應基乃是回應基督的拯救督的拯救督的拯救督的拯救

而得的義而得的義而得的義而得的義。。。。你會是當中的一份子嗎你會是當中的一份子嗎你會是當中的一份子嗎你會是當中的一份子嗎？？？？    

    

12月月月月 29292929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啟示錄啟示錄啟示錄啟示錄    第第第第 20202020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15151515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啟啟啟啟    第第第第 20202020 章章章章        
15 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裡。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火湖是一切惡者火湖是一切惡者火湖是一切惡者火湖是一切惡者——撒但撒但撒但撒但、、、、獸獸獸獸、、、、假先知假先知假先知假先知、、、、鬼魔鬼魔鬼魔鬼魔、、、、死亡死亡死亡死亡、、、、陰間和一切名字沒有記陰間和一切名字沒有記陰間和一切名字沒有記陰間和一切名字沒有記

錄在生命冊上之人的結局錄在生命冊上之人的結局錄在生命冊上之人的結局錄在生命冊上之人的結局，，，，因為他們不信耶穌因為他們不信耶穌因為他們不信耶穌因為他們不信耶穌。。。。如果不靠信心認耶穌為主如果不靠信心認耶穌為主如果不靠信心認耶穌為主如果不靠信心認耶穌為主，，，，就就就就

再再再再沒有盼望沒有盼望沒有盼望沒有盼望，，，，也再沒有回轉的機會了也再沒有回轉的機會了也再沒有回轉的機會了也再沒有回轉的機會了。。。。這一刻這一刻這一刻這一刻，，，，你想起誰你想起誰你想起誰你想起誰？？？？    

    

12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啟示錄啟示錄啟示錄啟示錄    第第第第 21212121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27272727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啟啟啟啟    第第第第 21212121 章章章章        
27 凡不潔淨的，並那行可憎與虛謊之事的，總不得進那城；只有名字寫在羔羊生命冊

上的才得進去。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這樣的一個城這樣的一個城這樣的一個城這樣的一個城，，，，你可嚮往你可嚮往你可嚮往你可嚮往？？？？要取得要取得要取得要取得“ 通行證通行證通行證通行證” 要有甚麼資格要求要有甚麼資格要求要有甚麼資格要求要有甚麼資格要求？？？？只有靠著那羔只有靠著那羔只有靠著那羔只有靠著那羔

羊耶穌所成就的救恩羊耶穌所成就的救恩羊耶穌所成就的救恩羊耶穌所成就的救恩，，，，才可以得到永生才可以得到永生才可以得到永生才可以得到永生。。。。    

    

12月月月月 31313131 日日日日    ����    靈修靈修靈修靈修------------啟示錄啟示錄啟示錄啟示錄    第第第第 22222222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20202020 節節節節    ����速讀速讀速讀速讀------------啟啟啟啟    第第第第 22222222 章章章章        
20 證明這事的說：“是了，我必快來！”阿們！主耶穌啊，我願你來！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由由由由創世記創世記創世記創世記至至至至啟示錄啟示錄啟示錄啟示錄，，，，人類人類人類人類歷史在樂園裡開始歷史在樂園裡開始歷史在樂園裡開始歷史在樂園裡開始，，，，也也也也在樂園裡結束在樂園裡結束在樂園裡結束在樂園裡結束。。。。極奇妙的賞賜極奇妙的賞賜極奇妙的賞賜極奇妙的賞賜

正等著信正等著信正等著信正等著信主主主主和讓祂作生命之主的人和讓祂作生命之主的人和讓祂作生命之主的人和讓祂作生命之主的人。。。。“ 主耶穌啊主耶穌啊主耶穌啊主耶穌啊，，，，我願你來我願你來我願你來我願你來！！！！” 是你的呼求是你的呼求是你的呼求是你的呼求嗎嗎嗎嗎？？？？    

    

我的心哪我的心哪我的心哪我的心哪，，，，你當默默無聲你當默默無聲你當默默無聲你當默默無聲，，，，專等候專等候專等候專等候    神神神神，，，，因為我的盼望是從他而來因為我的盼望是從他而來因為我的盼望是從他而來因為我的盼望是從他而來。。。。                                                                                                                                    

詩篇詩篇詩篇詩篇    第第第第 62626262 篇篇篇篇    第第第第 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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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