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一月灵修材料 

为了配合 2020 年主题「新关系、亲近主」，教会同工希望帮助及推动弟兄姊妹能养成一个每天通过灵

修读经来亲近神的好习惯。弟兄姊妹能彼此督促鼓励，希望一同与神建立更好的关系! 

这次灵修/读经计划可在五年左右读完全本圣经，内容主要取材自《清晨静思主话》(This Morning 

with God: A Daily Study Guide to the Entire Bible, 总编：艾德理，译者：黄耀铨，出版者：种籽出

版社。1977 年 10 月初版)，如你每天只有 10-15 分钟灵修的时间，可专注在「金句」经文、「思考」

问题和「祷告」上；若有更多时间，可以读全部经文及默想「进深研读问题」。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

请联络牧师或教育部同工！ 

计划详细资料亦放在教会的网站上 https://www.wlacbc.org, 按「灵修材料」。网站提供在线圣经连

结, 方便在网上阅读。 

1/6/2020 星期一 路加福音一 1～25 

路加福音简介：路加是一位有学问的外邦人，他是一位医生、历史学家，一位旅行者。他很注意耶稣基

督福音的逻辑与历史发展。他指出神的国度并不会被局限在犹太宗教领袖所设定的范围内，福音也是属

于穷人、病人、流浪汉、妇人、孩童和外国人的。 

金句：撒迦利亚对天使说：「我凭着甚么可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天使

回答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信息报给你。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

验；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事成就的日子。」(路加福音一 18～20) 

思考：撒迦利亚听见天使的预言后有何感受？为什么他要求凭据来证明此事？天使怎样回答他？神今天

会如何透过你成就祂的计划呢？你也会像撒迦利亚一般认为自己没有能力成就祂的计划吗？ 

祷告：神啊，求袮今天让我能清楚明白袮在我身上的旨意，并愿意以真诚及信心来接受袮的计划。 

进深研读问题： 

1. 路加在引言中怎样谈到有关他的福音书的可靠性、数据源、目的与特点？ 

2. 找出撒迦利亚与伊莱沙伯的特点（注意他们的祖系）。撒迦利亚的职业是什么（参：出卅 7～

8；代上廿四 1～10、19）？ 

3. 试想像他们对伊莱沙伯不生育的感想。 

4. 找出约翰在下列几方面的特点：(a) 人们对他出生的反应；(b) 他与神的关系；(c) 他的职务。 

 



1/7/2020 星期二 路加福音一 26～38 

金句：马里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她去了。 (路加福音一

38) 

思考：马里亚如何回应天使的宣告？她自称是什么？她这样的响应反映了她的态度是什么？当主要差派

你去做祂的工时，你也有与马里亚一样的态度吗？ 

祷告：求袮给我有马里亚的心思意念：「我是主的使女,仆人，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 

进深研读问题： 

1. 天使怎样启示主耶稣的身分与遭遇？ 

2. 什么使耶稣的降生成为：(a) 不可能；(b) 可能；(c) 独特？天使给了马里亚什么例证呢？ 

1/8/2020 星期三 路加福音一 39～56 

金句：马里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

代要称我有福。」 (路加福音一 46～48) 

思考：这段经文是马里亚一个很出名的祷告。祷告的内容告诉我们她知道自己肚里怀着的是主耶稣时心

中的喜悦和感谢。她心尊主为大；她灵以神她的救主为乐。对比起她，我的心以谁为大？我的灵以谁为

乐？ 

祷告：主啊，求你宽恕我心中恋慕偶像，很多时在日常的生活中我都没有尊主为大，亦没有以救主为

乐。求圣灵帮助我，有马里亚与袮的那种关系！ 

进深研读问题： 

1. 描述伊莱沙伯对马里亚的接待，她怎样知道马里亚的「秘密」？她对马里亚的态度怎样？ 

2. 马里亚怎样谈到下列几方面：(a) 上帝的性情；(b) 祂的作为；(c) 祂对人的态度？在哪方面好像

是显出「祂的偏爱」（参看本章 48～50、52）？ 

3. 在哪几方面马里亚亲身领略到上帝的属性？ 

4. 你今日能因上帝的哪些属性而赞美祂呢？ 

1/9/2020 星期四 路加福音一 57～80 

金句：撒迦利亚的口立时开了，舌头也舒展了，就说出话来，称颂神。周围居住的人都惧怕；这一切的

事就传遍了犹太的山地。凡听见的人都将这事放在心里，说：「这个孩子将来怎么样呢？」因为有主与

他同在。他父亲撒迦利亚被圣灵充满了，就预言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 



姓，为他们施行救赎。」(路加福音一 64～68) 

思考：撒迦利亚在什么时候才恢复说话的能力？还记得他在 19 节的时候被主惩罚让他不能说话吗？他

现在一开口便赞美主，是一百八十度的改变。现在他看到自己真的有一个儿子，他马上便被圣灵充满，

要传扬主的作为。 

祷告：求圣灵给我能力，像撒迦利亚被圣灵充满能宣告袮的救恩那样，让福音能从我的口中带给别人。 

进深研读问题： 

1. 伊莱沙伯生产后引起了什么争论呢？这争论如何结束？ 

2. 如果你已经有九个月不能讲话，你第一句话会说什么？ 

3. 这个拯救有何目的（参 74～75 节）？与救恩有何关系（参：77、79 节）？ 

4. 你经历过这个完全的拯救吗？是怎样的拯救？ 

1/10/2020 星期五 路加福音二 1～20 

金句：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 因今天在戴维的城

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 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

路加福音二 10～12 

思考：试想像你是那些人当中的一个，你会有何感想呢？对你个人来说天使这个大喜的信息与你有什么

关系呢？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有什么值得你喜悦的呢？ 

祷告：感谢赞美神！因为袮赐下了全人类的救主，让我可以接受这个大喜的信息接受袮的救恩！ 

进深研读问题： 

1. 在地图上找出约瑟和马里亚的行程。在上帝的眼中，这个旅程为何是必须的（参：弥五 2）？ 

2. 谁首先听到主降生的消息？他们是在什么情况下听到的？ 

3. 试比较下列几种人的反应：(a)牧羊人；(b) 那些听到消息的人；(c)马里亚。 

1/11/2020 星期六 路加福音二 21～39 

金句：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

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 

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设支派法内力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作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

七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八十四岁，并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事奉神。正当那时，她进前来称谢 

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路加福音二 25～26, 36~38) 



思考：今天我们看到两位长者的经历：他们非常执着，执着的就是要见主的面和执着要事奉神。你今天

的时间花在哪里？你为了什么执着呢？ 

祷告：求袮让我如西面及亚拿，通过圣灵的感动能长久事奉袮，为袮作见证。 

进深研读问题： 

1. 试找出西面的特点。他在圣殿里正在做什么？（第 27 节） 

2. 找出亚拿的特点。她对那孩子又有何看法？ 

3. 在一个受传统支配而又在异教政府统治下的社会里，这两章（一、二章）圣经所描述的人物有何

特点？ 

1/13/2020 星期一 路加福音二 40～52 

金句：耶稣说：「为甚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 (或译：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

吗？)」(路加福音二 49) 

思考：你认为耶稣说我以我父的事为念是什么意思呢？除了日常的工作外，你以什么事为念呢？你经常

想着甚至为这些事担心吗？ 

祷告：神啊，我是否看重袮的事情？我现审察自己的心，我愿意以我父的事为念！ 

进深研读问题： 

1. 这个十二岁的孩童在过去五天作了些什么？有什么是令人惊奇的？那些教师有何反应呢？ 

2. 耶稣对下列两方面有何看法？(a) 祂的身份；(b) 祂父母的焦虑？ 

3. 你曾否觉得你的父母和家人未能完全了解你？试想在这种情形下耶稣会有什么感觉？ 

1/14/2020 星期二 路加福音三 1～20 

金句：约翰对那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忿怒呢？你们要结出果

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

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

(路加福音三 7～9) 

思考：真正的悔改产生了什么实际的行动？你结出了什么与悔改的心相称的果子？这些对别人有何影

响？你今天能作什么呢？ 

祷告：神啊，求袮让我能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赐给我如施洗约翰谦卑的心。 

进深研读问题： 



1. 约翰的任务是什么（通常使者的工作是警告及劝勉人们预备君王的莅临——约翰的目的与那时

代有何关系）？ 

2. 人们对约翰有什么猜疑呢？他怎样解释他与耶稣的关系？ 

3. 在哪方面约翰的信息是「福音」呢？劝告也是「福音」吗？ 

4. 当你的罪和不义被揭露时，你会有什么反应？这样的指责为何是「福音」呢？ 

1/15/2020 星期三 路加福音三 21～38 

金句：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彷佛鸽

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路加福音三 21～22) 

思考：约翰宣告悔改的洗礼（第 3 节），为什么耶稣也要受洗呢？耶稣受洗不是因为要认罪，而是要

尽诸般的义（比较太三 13～15）。耶稣受洗如何说明祂与人「认同」到什么程度？你觉得神/耶稣能

明白你的软弱和面对引诱的挣扎吗？ 

祷告：神啊，感谢袮奇妙的安排：耶稣基督是袮的爱子，但他亦是亚当的后人。他不但能体恤人的软

弱，他更能以人的身份，担当罪的刑罚！ 

进深研读问题： 

1. 天上的声音怎样论到下列几方面？(a) 祂的身份；(b) 祂的来历；(c) 祂的特性。 

2. 耶稣在什么时候开始公开传道？ 

3. 你为你的事奉下了什么预备的工夫？你是否常有「急不及待」的心情？ 

1/16/2020 星期四 路加福音四 1～15 

金句：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 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

甚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路加福音四 1~2) 

思考：耶稣在甚么情况下受到魔鬼的试探？四章一节强调耶稣是被圣灵充满。亦是被圣灵引导到旷野。

当我们被圣灵引导时，也可能会遇到试探的，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面对试探。耶稣基督面对试探的响应对

你有什么启发呢？ 

祷告：主耶稣，我赞美袮的智慧，借着圣经的话，你胜过了魔鬼的攻击！ 

进深研读问题： 

1. 为何耶稣那时会易受魔鬼的攻击？ 

2. 你在什么时候最容易受魔鬼攻击？ 



3. 魔鬼给耶稣的三个试探，请按下列各方面加以比较：(a) 具体内容；(b) 挑动人类哪方面的弱

点？(c) 程度的增强；(d) 耶稣的回答。 

4. 第一个试探真正针对的问题是什么呢？ 

5. 第二个试探怎样帮助你领会罪恶与世界的问题（参 6～7 节与一 32～33）？ 

6. 试解释为何耶稣对第三个试探的回答是迎头反击魔鬼的挑战？ 

1/17/2020 星期五 路加福音四 16～30 

金句：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路加福音四 21) 

思考：主耶稣宣告以赛亚先知对弥赛亚 (救主基督) 的预言在祂那时就应验了。昨天我们看到主耶稣如

何面对魔鬼的试探，因为他是弥赛亚救主，他能够胜过魔鬼的试探不只是我们的榜样，更是要帮助我

们，给我们祂的能力、祂的话语去胜过一切的试探。 

祷告：神啊，求袮给我能力，就如耶稣基督满有能力，清楚自己的身份，帮助我识破魔鬼的诡计，靠着

主的话和能力去面对和胜过试探。 

进深研读问题： 

1. 按照以赛亚的预言，这位上帝的使者有什么托付与能力？请将这些描绘成属灵的益处。 

2. 耶稣宣称祂自己是谁？ 

3. 祂对圣经的态度如何？ 

1/18/2020 星期六 路加福音四 31～44 

金句：日落的时候，凡有病人的，不论害甚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耶稣按手在他们各人身上，医好他

们。 又有鬼从好些人身上出来，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因为他

们知道他是基督。(路加福音 四:40-41) 

思考：耶稣给当时的人有什么印象？当时的邪灵（鬼）对耶稣的反应是什么？耶稣来到是要拯救人，败

坏魔鬼的权势。你有意识到今天魔鬼的权势在那里，如何影响你吗？今天主耶稣要我们做什么，去抵挡

住魔鬼的权势呢？ 

祷告：感谢主耶稣基督，因为你是大能的救主。我每天都被魔鬼掌权的世界影响着，牠要我相信世界的

谎言，不相信袮的话。求主给我力量，信心，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界中，坚持相信袮宝贵的话语。 

进深研读问题： 

1. 耶稣给会堂里的人一个什么印象？ 

2. 被鬼附与普通的精神错乱有何不同？ 



3. 由于主清楚知道自己的任务，祂的活动和人际关系怎样因此受到影响？ 

4. 你的目标是什么呢？那么你的活动和人际关系有否受到影响？ 

1/20/2020 星期一 路加福音五 1～11 

金句：他的伙伴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布、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

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路加福音五 10~11) 

思考：雅各布和约翰听到主耶稣的呼召后做了两个响应的动作，第一个是 「撇下」，第二个是 「跟

从」。当我们相信主耶稣后我们的反应就应该有撇下和跟从这两个动作。你已撇下了吗？撇下了甚么？

撇下后更加要学习跟从。你今天正在紧紧的跟从主耶稣吗？ 

祷告：神啊，求你让我愿意撇下一切，一切的重担一切的疑虑，甚至撇下一切我认为是美好的人生目

标。帮助我有一份受教的心，能跟依从袮的话来跟随耶稣，好好的事奉袮。 

进深研读问题： 

1. 耶稣发出了什么命令？ 

2. 试描述彼得对耶稣打扰了他捕鱼生活的反应。 

3. 彼得服从耶稣后带来了什么转机？他跟着怎样做呢？ 

4. 当你面对一件非你能力所及的事，你怎么办呢？ 

1/21/2020 星期二 路加福音五 12～26 

金句：有一回，耶稣在一个城里，有人满身长了大痲疯，看见他，就俯伏在地，求他说：「主若肯，必

能叫我洁净了。」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你的罪赦了。」(路加福音五 12，20) 

思考：今天我们留意主耶稣对信心的回应。有人说信仰，就是「信则有，不信则无」，但是真理不会因

为不信就不存在。信耶稣不是信有没有耶稣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完全的信靠耶稣。在经文中，主耶稣如

何回应人对祂的信心？耶稣如何肯定信心的重要？ 

祷告：神啊，求袮赐我相信你能医治和赦免罪的信心，就如痲疯病人及瘫子，带着信心来到袮面前，

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 

进深研读问题： 

1. 律法对痲疯痊愈者的首要要求是什么（参 14 节及利十四章）？ 

2. 从哪里可以看出这位痲疯病人的信心？但他有什么怀疑？耶稣怎样消除这个怀疑？ 

3. 法利赛人和文士对耶稣医好瘫子的事情有何议论？他们为什么谴责耶稣呢？ 

4. 你曾否为了带人到主的面前得帮助而使自己感到不便呢？ 



1/22/2020 星期三 路加福音五 27～六 11 

金句：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

罪人悔改。」(路加福音五 31～ )23  

思考：耶稣被差来，是要召罪人悔改，同样地，主耶稣差门徒去，就是要向罪人宣告福音，让他们悔

改。但是我们抚心自问，我们对身边思想不良，行为恶劣的人存着什么态度？是像耶稣对罪人那样，还

是像法利赛人对罪人那样？ 

祷告：神啊，求袮加给我爱心，让我真正懂得如何去爱罪人，而不是轻看他们、排斥他们，让我能把福

音传给他们。 

进深研读问题： 

1. 请列出法利赛人向耶稣所发的三种怨言。指出每次引起怨言的经过和背景。 

2. 耶稣的回答怎样表现祂作事的原则呢？ 

3. 你的言行是否像耶稣那样一致呢？ 

4. 那两个比喻有何重点？ 

5. 耶稣怎样向法利赛人挑战，叫他们做他们认为不可做的事？结果怎样？ 

6. 行善、行恶、救命、害命，你正在作哪一样呢？ 

1/23/2020 星期四 路加福音六 12～38 

金句：众人都想要摸他；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医好了他们。  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 你们贫

穷的人有福了！ 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  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 因为你们将要饱足。 你们哀哭的人有

福了！ 因为你们将要喜笑。(路加福音六 19~21) 

思考：试述耶稣的名声和能力。这些人看来都很渴求耶稣，有些是被鬼附，有些是因为他们有病。耶稣

却抓着这些医病的机会向他们传讲天国的福音。耶稣来是要医治人「心」 的病。当你来到主面前祈

求，渴望着主帮助你生活上问题的时候，有祈求主医治你内心的问题吗？ 

祷告：求主帮助我真正认识袮的救恩。袮来是要医治我败坏的心灵。当我每天面对袮的时候，求袮帮助

我诚实面对自己的过犯，让袮的灵每天充满我。 

进深研读问题： 

1. 试述下列两种人现时的境况：(a) 有福的人；(b) 有祸的人。为何会这样？他们现在和将来的境

况有何不同？ 

2. 试想门徒听了这教训有何感想？ 



3. 当你哀哭的时候，你觉得有福吗？又当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觉得有祸吗？ 

4. 信的人与不信的人有何显著的不同？试分辨他们的动机。 

1/24/2020 星期五 路加福音六 39～49 

金句：「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人不是从

荆棘上摘无花果，也不是从蒺藜里摘葡萄。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

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路加福音六 43~45) 

思考：你是一个良善的人还是一个恶人呢？你是经常口出善言或是口出恶言呢？若果我们曾经口出恶

言，对人说出一些刻薄的言语，与人争吵，从这段经文的定义，就是恶人。 

祷告：神啊，求主医治我的心！不作假冒为善的人，只看见别人的错而看不见自己的软弱。帮助我审察

自己的心，是否存着善而非恶。还有要好好的遵行袮的话。 

进深研读问题： 

1. 你的生命要达到什么程度才能帮助别人？是否必须毫无瑕疵？ 

2. 耶稣怎样说明 39～42 节的原则？ 

3. 在自然界方面，什么是因与果之间的关系？在人身上呢？ 

4. 你的行为显出你是一个怎样的人？ 

1/25/2020 星期六 路加福音七 1～17 

金句：耶稣听见这话，就希奇他，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

中，我也没有遇见过。」 (路加福音七 9) 

思考：耶稣为什么么医好百夫长的仆人？这位百夫长的信心「大」在哪里？耶稣特别提到这百夫长信心 

「大」的程度是祂在以色列中没有遇见过的。犹太长老所看重的是这百夫长为他们做的好事（七 4），

但是耶稣却不是看重他所做的有多好，而是看重他的信心。你祈求主答应你祷告的时候，是因为认为自

己是不错的基督徒，还是完全靠着你对主的信心呢？ 

祷告：神啊，赞美袮，因我所信的是一位能叫人从死里复活，大有能力的耶稣！求袮赐给我如百夫长这

般大的信心，恒久地倚靠及跟随袮。 

进深研读问题： 

1. 百夫长对耶稣有什么认识？他怎样向耶稣解释呢？ 

2. 你对耶稣的信心有否影响你所爱的人呢？ 

3. 从耶稣对寡妇和她儿子的态度，你看出耶稣哪方面的品德呢？ 



4. 设想你是将这事传遍犹太的人之一，你会怎样告诉人呢？你如何回答那个一定会遇到的问题—

—祂怎样使死人复活？ 

1/27/2020 星期一 路加福音七 18～35 

金句：众百姓和税吏既受过约翰的洗，听见这话，就以神为义； 但法利赛人和律法师没有受过约翰的

洗，竟为自己废弃了神的旨意。(路加福音七 29-30) 

思考：施洗约翰为耶稣开路，就是预备人的心去接纳基督。他在旷野传道，叫走错路的人悔改，回转到

那位与他们立约的神那里。若你是当时其中一位听到施洗约翰传道的人，你会接受或不接受他的洗呢？

为什么？ 

祷告：神啊，求袮帮助我明白约翰和耶稣所传的福音是什么。求主让我知道我必须清楚自己得罪你、得

罪人的地方，愿意悔改才能接受基督的拯救。 

进深研读问题： 

1. 试叙述约翰的疑惑（参考他在三 7～20 的信息）。 

2. 耶稣怎样回答他的询问呢（参：赛卅五 5～6；六一 1）？ 

3. 耶稣对约翰的看法怎样？耶稣怎样论到约翰（参：玛三 1）？ 

4. 耶稣怎样对待穷人？耶稣对穷人的看法与当时穷人在政治上、社会上、宗教上的地位有何不同？ 

1/28/2020 星期二 路加福音七 36～50 

金句：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 (路加福

音七 47) 

思考：什么是爱耶稣呢？这个妇人完全表现了什么是爱耶稣。你也爱耶稣吗？在日常生活上，有没有一

些实际的例子可以表明你是爱耶稣的呢？ 

祷告：主耶稣我爱袮，但我爱不够，求袮帮助我愿意把我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都奉献给袮，并来跟随

袮。 

进深研读问题： 

1. 这段经文怎样说明耶稣的工作不是单方面的？ 

2. 想象当时的情景。 

3. 试至少用四个形容词描写那女人当时的心境（到那里坐席的通常都不是出名的坏人，一个犹太妇

人当众解开自己的头发是很失体统的，用嘴亲教师的脚则表示十分尊重）。 



1/29/2020  星期三          路加福音八 1～21 

金句：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 有落

在盘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着滋润。 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同生长，把它挤住了。 又

有落在好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路加福音八 5～8) 

思考：你在耶稣撒种的比喻中，属于哪种土呢？有可能落在路旁被鸟吃了或在荆棘里被它挤住了吗？在

你生命里可以看到种子落在好土里生长起来所结的果子吗？ 

祷告：神啊，让我能清楚学习耶稣的教导，让袮的道在我心中影响我一生，让我成为帮助别人的亮光，

成为听袮的道而遵行的人。 

进深研读问题： 

1. 假想你是耶稣的门徒，放下一份优厚的捕鱼职业而去传道，你对这种生活方式（特别指经济方

面）有何看法（1～3 节）？ 

2. 耶稣用比喻有何目的？ 

3. 耶稣为何用一些他们日常生活的例子？试比较耶稣的教导方法与当代教师、宗教领袖、哲学家的

教导方法的异同。 

1/30/2020  星期四          路加福音八 22～39 

金句：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他们又惧怕又希奇，彼此说：「这到底是谁？他吩咐

风和水，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 众人出来要看是甚么事；到了耶稣那里，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人，坐

在耶稣脚前，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 (路加福音 八 25,35) 

思考：主耶稣爱我们，我们很少想到会害怕或者惧怕耶稣。在第 25 节门徒再进深一步认识耶稣的时

候，心里就产生惧怕和希奇。到第 35 节众人看见耶稣所做的事，圣经形容他们明白过来就害怕。你认

识耶稣多少呢？你会对耶稣惧怕吗？你需要有时候对耶稣有惧怕的心吗？ 

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袮是大自然和污鬼都听从的创造主，袮也是我生命的主，求袮给我有一颗对袮敬

畏的心。 

进深研读问题： 

1. 耶稣在什么领域里显出祂的权能呢（预测不到的风暴，在加利利是常有的）？ 

2. 耶稣的问题对门徒在这神迹前后的态度有何关系？ 

3. 你在下列两方面看出一些什么事实：(a) 那些鬼对耶稣的态度；(b) 牠们对耶稣的央求是什么？ 

4. 你在家里怎样传说上帝为你作了何等大的事？ 



1/31/2020  星期五          路加福音八 40～56 

金句：耶稣对她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去吧！」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

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 耶稣听见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

得救。」(路加福音九 48～50) 

思考：耶稣肯定了患血漏病女人的信心，亦鼓励了睚鲁的信心。这段经文提醒我们因「信」得救。你信

耶稣是谁呢？是医生？菩萨？财神？救主？你需要祂拯救你甚么呢？ 

祷告：神啊，感谢袮！信能让人得救；我亦是因着这份信得到了救恩！求袮让我一生到老，都是带着这

份信心，面对人生！ 

进深研读问题： 

1. 试想像当耶稣去的时候受到阻延，睚鲁的心情是怎样的？当女儿死了的消息传来时，他又有什么

感想？ 

2. 血漏的妇人得痊愈，在哪方面能够加强睚鲁的信心呢？ 

3. 耶稣医治的能力是要靠人的信心吗？那么，耶稣的神迹与人的信心有何关系？ 

4. 「耶稣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怎样使你对祂的吩咐更有信心呢？你能否在说话和保持缄默两方

面，都得主信任呢？ 

2/1/2020 星期六 路加福音九 1～17 

金句：耶稣叫齐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伏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 又差遣他们去宣

传神国的道 ，医治病人， 对他们说：「行路的时候，不要带拐杖和口袋，不要带食物和银子，也不要

带两件褂子。 无论进哪一家，就住在那里，也从那里起行。(路加福音九 1～4) 

思考：耶稣差遣门徒做什么工作？主给他们什么能力？主差遣你做什么工作又给了你什么能力呢？ 

祷告：主耶稣啊，感谢袮！袮是那位用五饼二鱼，供给五千人的耶稣；袮亦是那位赐给十二门徒能力权

柄，让他们作工的主。 

进深研读问题： 

1. 十二门徒从哪里得着能力与权柄呢？ 

2. 门徒的能力权柄怎样使主的工作在祂离世后仍能继续？ 

3. 耶稣安排门徒在什么情况下受领袖训练（参第 1～2，10、13 节）? 

4. 对于供应人肉身的需用，你抱着什么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