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六月靈修材料 

為了配合 2020 年主題「新關係、親近主」，教會同工希望幫助及推動弟兄姊妹能養成一個每天通過靈

修讀經來親近神的好習慣。弟兄姊妹能彼此督促鼓勵，希望一同與神建立更好的關係! 

這次靈修/讀經計劃可在五年左右讀完全本聖經，內容主要取材自《清晨靜思主話》(This Morning 

with God: A Daily Study Guide to the Entire Bible, 總編：艾德理，譯者：黃耀銓，出版者：種籽出

版社。1977 年 10 月初版)，如你每天只有 10-15 分鐘靈修的時間，可專注在「金句」經文、「默想」

和「禱告」上；若有更多時間，可以讀全部經文及默想「進深研讀問題」。 如果您有任何問題，請聯

絡牧師或教育部同工！ 

計劃詳細資料亦放在教會的網站上 https://www.wlacbc.org, 按「靈修材料」。網站提供在線聖經連

結, 方便在網上閱讀。 

6/1/2020 星期一 詩篇十一 

金句：我投靠耶和華，你們怎麼對我說： “你要像飛鳥逃到你的山上去。 看哪！惡人的弓已經拉開， 

箭已經上弦， 要從暗處射那心裡正直的人。 根基既然毀壞， 義人還能作甚麼呢？” (詩篇十一 1~3，

新譯本)  

默想： 在新譯本的翻譯加了標點符號讓 1-3 節比較清楚。在跟隨神的過程中往往會被其他人質疑，因

為在我們的經歷中真的看到很多時候惡人昭彰，苦難臨到屬神的人身上。苦難來到的時候，有沒有影響

到你對主的信心呢？ 

禱告：主耶和華，袮是公義的，袮喜愛公義的行為，求袮幫助我，做一個在袮眼前是正直的人，讓我可

以見袮的面。求袮讓我不要被那些躲在暗處的人所影響，給我一個愛仇敵的心，去為他們禱告，讓他們

也可以認識袮。 

 

進深研讀問題： 

1. 第 1 節裏提到哪兩個避難所？大衛揀選了哪一個呢？ 

2. 上帝對待惡人與對待義人有何不同？ 

3. 上帝現在怎樣對你呢？你知道為什麼嗎？ 

 

6/2/2020 星期二 詩篇十二 

金句：耶和華啊，求你幫助，因虔誠人斷絕了； 世人中間的忠信人沒有了。 (詩篇十二 1) 



默想： 屬神的人有時會感到孤單。孤單是因爲身邊的人的信念與你完全不一樣，謊話連篇讓你感到沒

有同路人。在你工作環境的同事中或你的親友中，你會有此感覺嗎？這時候，有誰可以陪伴你呢？你如

何向主申訴你的苦楚呢？ 

禱告：主耶和華啊，求袮保護我，求袮幫助我。當我感到孤單的時候，我知道袮仍然在看顧我，仍然在

帶領著我走前面的路。求袮讓我不要被惡人的行為矇蔽，給我看見袮也興起了很多忠心的僕人，與我一

起繼續前行。 

進深研讀問題： 

1. 第 1 節提到什麼罪呢？ 

2. 有哪些弱點是出現在你生活當中的？在社會裏呢？ 

3. 上帝會幫助哪些人？ 

4. 試將上帝的言語和人的言語作一比較。 

 

6/3/2020 星期三 使徒行傳一 1～12 

使徒行傳簡介 

路加所寫的書信分為上下卷，上卷是路加福音，下卷就是使徒行傳。繼路加福音後，路加按次序記載使

徒如何在聖靈的帶領下，實踐基督交託他們的工作。看使徒行傳時，就像看一部歷險記。從耶穌差遣使

徒開始，一步一步看著聖靈如何帶領使徒，見證主耶穌基督，從耶路撒冷開始並擴展至世界各地。使徒

行傳記載了一個劃時代的時刻，聖靈透過使徒，行了許多神蹟奇事來見證基督。使徒行傳也讓我們看

到，神如何在地上建立教會，這就是眾教會的起源。 

金句：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着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馬利亞，直到

地極，作我的見證。」(使徒行傳一 8) 

默想：在 2019-2020 發生的 COVID-19 疫情，讓我們認識到什麼是直到地極。病毒是一個傳一個

的，慢慢就傳遍了整個世界，所以很多國家採取了限聚令，減少人群的聚集，讓病毒不會那麼容易傳

染。福音也可以這樣傳嗎？若果每一個我們接觸的人都能夠聽到福音，福音很容易就傳遍地極了。你身

邊所認識的人，都從你身上聽過福音了嗎？我可以主動向誰分享我的信仰呢？請寫下幾個名字然後為有

機會向他們作見證禱告。 

禱告：主耶穌，求袮每天鼓勵我向身邊的人傳福音，為袮作見證。當我懼怕的時候，求聖靈的大大的充

滿我，讓我有能力，有智慧去傳揚袮的信息。 



進深研讀問題： 

1. 祂對門徒有什麼計劃？他們關心什麼事？耶穌怎樣回答他們的問題？ 

2. 這段經文指出在耶穌升天到再來的一段日子裏，上帝在你生命中有什麼計劃呢？ 

3. 上帝給你什麼屬靈的供應？ 

4. 最近你覺得聖靈加你力量去為主作見證嗎？ 

6/4/2020 星期四 使徒行傳一 13～26 

金句：眾人就禱告說：「主啊，你知道萬人的心，求你從這兩個人中，指明你所揀選的是誰，叫他得這

使徒的位分。這位分猶大已經丟棄，往自己的地方去了。」(使徒行傳一 24～25) 

默想： 當耶穌被釘十字架的時候，眾門徒都分散，現在耶穌升天了，眾人就前所未有的合一，聚集在

一起，預備完成主的工作。他們的工作從選一個人代替猶大開始，而在選使徒的第一步，就是禱告。門

徒合一的禱告成為我們的榜樣，也是我們實踐事工最重要的元素。你與其他弟兄姊妹有一起禱告的習慣

嗎？有沒有專為教會事工，神在社區和世界的福音工作禱告呢？ 

禱告：主啊求袮幫助我以袮的工作為念，讓我學習為袮的福音工作禱告，也學習與其他弟兄姊妹一起為

袮國度的擴張禱告。 

進深研讀問題： 

1. 門徒在耶穌離開他們之後怎樣度日呢？ 

2. 彼得根據什麼宣告他們必須再選一位使徒？新使徒要見證什麼？ 

3. 聖經、祈禱與上帝的護理（搖籤）在這次選舉上各佔什麼地位？ 

 

6/5/2020 星期五 使徒行傳二 1～13 

金句：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按着聖靈所賜的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 (使徒行傳二 4) 

默想： 主耶穌差遣門徒到地極為祂作見證，一定會給他們必需要的能力去完成這事。在當時的背景文

化中，給他們說別國的語言是最實際，又是最迫切的事。他們能夠說別國的話來證明聖靈與他們同在，

並給予他們實踐傳福音到地極的能力。你今天有能力去完成祂的工作嗎？你如何為神的工作禱告神，求

祂給你有能力去完成呢？ 

禱告：主耶穌求袮寬恕我的祈禱往往都是以自已為中心，祈求自己想要的事。求袮給我一個以袮的事為

念的心。求聖靈賜我能力，幫助我順服聖靈的帶領，完成主交托我的工作。 

進深研讀問題： 



1. 在這段經文裏，耶穌的應許（一 5、8）怎樣應驗呢？ 

2. 試描述聖靈降臨，在形體上怎樣顯示出來。 

3. 門徒傳什麼信息？ 

4. 你向別人見證主時，你與別人分享什麼信息呢？ 

5. 你怎樣得著能力成為基督有力的見證？ 

 

6/6/2020 星期六 使徒行傳二 12～36 

金句：彼得和十一使徒站起來，他高聲對眾人說：“猶太人和所有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哪，你們應當明白

這件事，也應該留心聽我的話。你們想這些人是醉了；其實不是醉了，因為時候剛到巳初。 (使徒行傳

二 14～15) 

默想： 巳初，即是上午九點鐘，彼得的意思是太早了，哪會有人醉酒呢？大概當時的人被聖靈充滿的

時候，神情激昂的大聲說起別國的方言，表面看好像醉酒一樣。不過聖靈降臨的表現只不過是一個指

標，這個指標所指的就是耶穌，耶穌是福音的中心，也就是彼得在這段聖經要講的。彼得叫他們留心

聽，不要被聖靈降臨那一刹那的震撼，影響了他們明白聖靈降臨的真正意義。你對主的說話有留心聽

嗎？還是在你的生活中，甚至在敬拜的時候被其他的事情吸引著，讓你分心，沒有留心聽主的話呢？ 

禱告：主啊，求袮幫助我留心聽袮的話。無論在我自己讀經，靈修時，或是當我在主日敬拜的時候，讓

我單一的專注在袮身上，不會受身邊其他的事影響我。 

進深研讀問題： 

1. 上帝在拿撒勒人耶穌身上的計劃，哪方面是藉著人完成的，哪方面是沒有藉著人完成的呢（參：

22～24 節）？ 

2. 在 32～36 節裏講到耶穌已經是主、是基督了，祂現在在做些什麼？ 

3. 這位復活、升天、活著的基督，使你的日常生活有何不同呢？ 

 

6/8/2020 星期一 使徒行傳二 37～47 

金句：眾人聽見這話，覺得扎心，就對彼得和其餘的使徒說：「弟兄們，我們當怎樣行？」 彼得說：

「你們各人要悔改，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叫你們的罪得赦，就必領受所賜的聖靈； (使徒行傳二 37

～38) 

默想： 當人把福音聽進去的時候，反應就會是扎心。當我們覺得扎心，就會問這個問題，「我們應該

當怎樣行？」彼得告訴當時聽道的人，也是告訴我們，行動的第一步就是要悔改。請問你在聽完道，覺



得扎心後，曾經作過什麼悔改的行動呢？你還記得最近聽了什麼道看了什麼的經文，讓你覺得扎心的

嗎？你需要在那方面有悔改的實際行動呢？ 

禱告：主啊，求袮幫助我，不要讓我只是單單聽道，而是願意把袮的道活出來。當我被袮的話語感動，

覺得扎心時，幫助我能不銷滅聖靈的感動和引導，並能切實的悔改和跟隨袮的話去做。 

進深研讀問題： 

1. 這裏有什麼證據證明上帝是注重拯救全家的？你是否有為你的家人抓住上帝的應許？ 

2. 那些領受彼得的話的人，他們的新生命有什麼表現？哪些表現是你生命的特徵呢？ 

 

6/9/2020 星期二 使徒行傳三 1～10 

金句：彼得 、約翰定睛看他， 彼得說：「你看我們！」 那人就留意看他們，指望得着甚麼。彼得說：

「金銀我都沒有，只把我所有的給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穌基督的名，叫你起來行走！」  (使徒行傳三 4

～6)  

默想： 當你信耶穌的時候，你「定睛」留意的是什麼呢？換句話說，你信耶穌的時候，教會或基督教

吸引你的地方在哪裏呢？這個瘸子定睛在要得到金錢的援助。當他聽到彼得上半句說話的時候，可能會

感到很失望。若我們的信仰沒有正確的建立在主耶穌基督身上，我們可能也會有失望的一天。當你起初

接受救恩的時候，是否認識到主耶穌是比任何金錢，任何世間上的事更大，更美好呢？你真正認識耶穌

嗎？你立定了心志去跟隨耶穌嗎？ 

禱告：主啊，袮是偉大的，袮的名是美好的。求主讓我的信仰不是建立在幸福的生活，健康的身體，及

豐足的事業上。求袮讓我的信仰也不是建立在弟兄姊妹對我的關心上；讓我的信仰單單的建立在袮這磐

石上。 

進深研讀問題： 

1. 那天彼得和約翰怎樣顯出他們對上帝、對人的愛？ 

2. 試將那瘸腿的人所期望的，與他實在得到的作一對比。 

3. 上帝賜給你什麼是你今日可以和有需要的人分享的？ 

 

6/10/2020 星期三 使徒行傳三 11～26 

金句：你們殺了那生命的主，神卻叫他從死裡復活了。我們都是為這事作見證。弟兄們，我曉得你們做

這事是出於不知，你們的官長也是如此。所以，你們當悔改歸正，使你們的罪得以塗抹，這樣那安舒的

日子就必從主面前來到 (使徒行傳三 15, 17, 19) 



默想： 當我們傳福音時，不只是想幫對方認識自己得罪神（認識神公義的審判），更是想他能回轉歸

向神，得著神的救恩（認識神赦罪的慈愛）。你覺得在今天的經文裡，彼得如何既嚴厲又恩慈的傳達這

兩方面的信息？如果你是當日的猶太人聽眾，聽了會有何感受？今天你對這兩方面的信息都清楚並確信

嗎？ 當你嘗試去傳福音時，有困難將這兩方面的信息都傳達得清楚嗎？ 

禱告：神啊，感謝袮沒有單因袮的公義來追討我的罪，而是以慈愛給了我赦罪救恩之道。求袮給我智

慧，能將這麼奇妙的恩典向別人傳講得清楚，以致人都願意悔改信靠耶穌而得著永生。 

進深研讀問題： 

1. 彼得怎樣論到耶穌呢？彼得責備眾人什麼？ 

2. 試扼要講出為何這段經文的每一節都很適合當時的群眾？ 

3. 當你為主作見證時，你怎樣使你的信息有意義，而且適合你的聽眾？ 

4. 彼得說悔改能帶來什麼？ 

 

6/11/2020 星期四 使徒行傳四 1～12 

金句：第二天，官府、長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會， 又有大祭司亞那和該亞法 、約翰 、亞歷山

大 ，並大祭司的親族都在那裏，叫使徒站在當中，就問他們說：「你們用甚麼能力，奉誰的名做這事

呢？」 那時彼得被聖靈充滿，對他們說：(使徒行傳四 5～8) 

默想： 從使徒行傳一開始到現在，我們看到使徒被聖靈充滿，滿有能力，奉主的名醫病傳道。你可會

想像到在不久前，彼得就是那個三次不認主的人，其他使徒就是在耶穌釘十字架時四散的人？但是他們

現在站在大祭師、官府和長老面前與他們對峙，他們不怕威逼，只為主的名作見證。為什麼他們會有這

麼大的改變呢？聖經一再強調他們被聖靈充滿。追求聖靈充滿不是求聖靈在我們身上，施展一些異能，

而是在我們的生活中，不怕別人的眼光，不怕身邊的艱難，順從聖靈的感動，順從主的話去做。你願意

從今天起操練被聖靈充滿嗎？ 

禱告：聖靈啊，求袮時刻充滿我，使我每天都懷著敬畏袮的心；幫助我無論是對人對事都是順從袮的

話，而不是因為害怕人或順從自己的私慾。 

進深研讀問題： 

1. 祭司與撒都該人為何要捉拿彼得和約翰？ 

2. 猶太人的領袖問他們什麼問題？彼得怎樣回答？ 

3. 試列舉彼得論及耶穌基督五件事，為何向這些聽眾講這五件事時，需要有聖靈所賜的膽量？ 

4. 上帝合適將你放在一個很困難的局面裏，而又讓你聖靈充滿去為祂作見證呢？結果如何？ 



 

6/12/2020 星期五 使徒行傳四 13～31 

金句：他們見彼得、約翰的膽量，又看出他們原是沒有學問的小民，就稀奇，認明他們是跟過耶穌的； 

又看見那治好了的人和他們一同站着，就無話可駁。 (使徒行傳四 13～14) 

默想：使徒們除了把主的道説清楚以外，還有他們在行為上的見証，讓當時的猶太領袖「無話可駁」。

要把福音講清楚明白，很多時候需要去辨解。但就算是真理，也會有人不信和反對的，因為人的心，是

背棄神的，所以除非有聖靈的感動，否則真理是不會越辨越明。但這段聖經告訴我們，使徒的信息和他

們本身的見證，讓那些人無話可駁。傳道和行道一起進行的時候，是很有說服力的，就算那個人不信，

也不能把你駁倒。你的言語和行為能夠見證主耶穌的福音嗎？在哪些方面可以再改進呢？ 

禱告：主耶穌，求袮給我勇氣去為袮做見證，並幫助我在行事為人上也有好的見證。求袮讓人不只是聽

到我的說話，還會在我身上看到袮大能的工作，讓不信的人，也會無話可駁。 

進深研讀問題： 

1. 為何公會沒有說些什麼來公開反對彼得、約翰？為什麼他們為彼得、約翰的事感到擔憂？ 

2. 想像你身臨其境，你會怎樣回答這個警告呢？試比較你的回答與彼得、約翰的回答。 

3. 試列舉門徒禱告的內容，它們的次序有何意義？ 

4. 上帝怎樣應允他們的禱告？ 

5. 你常常禱告求上帝救你脫離受逼迫的環境，還是求主使你在那環境大放膽量為祂作見證？ 

 

6/13/2020 星期六 使徒行傳四 32～37 

金句：內中也沒有一個缺乏的，因為人人將田產房屋都賣了，把所賣的價銀拿來。 (使徒行傳四 34) 

默想：初期教會有一個特別的地方，就是大家甘心自願的，把自己的東西拿出來公用。聖經告訴我們

「內中也沒有一個缺乏的」。能夠做到這樣實在不容易，他們需要關心及留意其他人的需要，不只是自

己的需要。而且是每個人都願意這樣做，不是一兩個人，更加不只是當權的人。你有關心及留意到身邊

的人的需要嗎？你有主動去了解及施予援助嗎？ 

禱告：主啊！求袮給我一個關心人的心，也給我一個敏銳的觸覺，可以洞察到弟兄姊妹的需要。求袮給

我一個愛鄰舍的心，讓我甘心樂意的與他人分享。如果我有需要，幫助我也能勇敢地與他人分擔自己的

擔子。 

進深研讀問題： 



1. 你對你的財物的看法如何？ 

2. 聖靈充滿怎樣在這段經文裏表現出來（參：31 節）？ 

3. 試描寫信徒生活方式的極大改變。 

4. 你加入教會後，你的生活有何不同呢？ 

 

6/15/2020 星期一 使徒行傳五 1～11 

金句：彼得說：「 亞拿尼亞 ！為甚麼撒旦充滿了你的心，叫你欺哄聖靈，把田地的價銀私自留下幾份

呢？ (使徒行傳五 3) 

默想： 給主的奉獻，無論是多是少，也是甘心樂意的。亞拿尼亞犯的錯不是沒有奉獻，而是他私下留

下一些，但卻對眾人說他已經把所有的拿出來。他害怕人們知道他留下一些，又不想把所有的拿出來。

結果他選擇講了一個謊言。這個謊言所騙的不只是使徒，而是聖靈。你有想過謊言的本質嗎？騙得了全

世界，甚至騙得了自己，卻騙不了神。你在凡事上都是真誠嗎？對得起人，也對得起神嗎？  

禱告：主啊，多謝袮藉著亞拿尼亞這件事，教我知道當我要欺騙人的時候，就是撒旦充滿了我的心。我

所騙的不只是人，而是在騙聖靈。求主幫助我在金錢上，在奉獻上，在一切事上都誠實。 

進深研讀問題： 

1. 亞拿尼亞和撒非喇怎樣串通欺騙使徒？ 

2. 有關聖靈的身份，第 3～4 節教導我們什麼呢？你是否這樣認識聖靈？ 

3. 在哪方面你仍然有所保留而不願交給上帝的呢？ 

4. 在過去的一星期中，你是否向人絕對誠實呢？ 

5. 你在哪方面對上帝不誠實呢？你是否祈求上帝幫助你能夠誠實？ 

 

6/16/2020 星期二 使徒行傳五 12～42 

金句： 公會的人聽從了他，便叫使徒來，把他們打了，又吩咐他們不可奉耶穌的名講道，就把他們釋

放了。他們離開公會，心裏歡喜，因被算是配為這名受辱。 (使徒行傳五 40～41) 

默想：你曾經被人無理的欺負過，侮辱過嗎？ 還記得當時的感受嗎？當時使徒被公會的人苦待後，聖

經形容他們「心裏歡喜」。他們真的明白什麼是「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太 5:10）這句說話。當

其他人嘲笑你的信仰，甚至因為信仰的原因侮辱或逼迫你的時候，你會馬上否認你是基督徒，還是「心

裏歡喜，因被算是配為這名受辱 」？ 



禱告：主啊，當我們主動為袮的名去做見證，去傳福音，或站穩在袮的真理上不妥協時，我們就會受到

攻擊；但使徒已給了我們很好的榜樣。求袮讓我以袮為樂，求袮使我因為可以見證袮的名，甚至因袮的

名受辱而心裏不灰心絕望，反而有喜樂。 

進深研讀問題： 

1. 當教會的人都甚懼怕後，有什麼事情發生呢？ 

2. 門徒是怎樣被帶出監獄的？因為什麼？他們在什麼時候開始服從天使的吩咐？ 

3. 在彼得大膽的回答中，什麼使公會的人極其惱怒？ 

4. 為何迦瑪列提議當小心對待使徒？你的計劃與行動是出於上帝的，還是出於人的呢？ 

 

6/17/2020 星期三 使徒行傳六 

金句：那時，門徒增多，有說希臘話的猶太人向希伯來人發怨言，因為在天天的供給上忽略了他們的寡

婦。 (使徒行傳六 1) 

默想： 在教會服事的時候，總會遇到人的問題。教會開始的時候是這樣，到現今的教會也是這樣。就

算是耶穌所揀選的使徒，也曾忽略了一些人的需要。除非有些存心不良的人要破壞教會，大部份教會的

問題都是無心之失。遇到問題時，便需要大家同心合意去解決。你認為你的團契或教會，有沒有忽略了

某一些人的需要呢？你如何可以幫助團契及教會去解決這些問題呢？ 

禱告：主啊，求袮給我一個愛弟兄姊妹的心去服事。當遇到問題的時候，不會覺得人們在找我的麻煩，

而我也可以主動的幫助大家去解決問題。求主幫助教會，可以照顧到每一個人的需要，不會忽略任何

人。 

進深研讀問題： 

1. 試列舉那七位被選管理飯食的人的資格。你會要求這樣的資格嗎？為什麼？ 

2. 你的基督徒團體是怎樣選出領袖的？ 

3. 你對日常的服事抱著什麼態度？ 

4. 試描述十二位使徒對他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的態度。 

5. 在你現今的事奉中，是否有一些能夠交給別人去負責的？ 

 

 

6/18/2020 星期四 使徒行傳七～八 1 



金句：他們正用石頭打的時候，司提反呼籲主說：「求主耶穌接收我的靈魂！」又跪下大聲喊着說：

「主啊，不要將這罪歸於他們！」說了這話就睡了。掃羅也喜悅他被害。 (使徒行傳七～59-60) 

默想：掃羅在信主之前絕對是一個大反派，他是惡人中的惡人，在年輕一輩的法利賽人中，他絕對是一

個代表人物，因為他是最積極打擊基督徒的。司提反面對以掃羅為首的這批迫害基督徒的人，從來沒有

說惡毒的話，更沒有去報復。他活出了耶穌所說愛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的教導（太 5:44）。你

曾經為傷害過你的人禱告嗎？現在就選一至兩個曾經傷害過你的人，去為他們禱告。可能你已經很久沒

有和他們聯絡，求主讓你再一次去寬恕，去愛這個人，為他禱告，求主給你機會向他傳福音。  

禱告：主啊，求袮讓我學習司提反的榜樣，他的榜樣也是主耶穌基督被釘十字架那段時候的榜樣，就是

在臨終前也會為那些正在傷害他的人禱告。求主幫助我把自己放下並學習去愛，甚至去愛傷害過我的敵

人，去為他們禱告。 

進深研讀問題： 

1. 試列舉司提反所論及上帝所行的事？ 

2. 試概述上帝的話語與行動的相互影響。單有行動是否足夠呢？ 

3. 在這章經文裏，歷史怎樣重演呢？你在什麼情況下會抗拒上帝在你身上的旨意？ 

4. 試將公會對司提反自辯的反應，與司提反對公會的反應作一對比，為何會有這樣的分別呢？ 

 

6/19/2020 星期五 使徒行傳八 2～25 

金句：你當懊悔你這罪惡，祈求主，或者你心裏的意念可得赦免。 我看出你正在苦膽之中，被罪惡捆

綁。(使徒行傳八 22～23) 

默想: 西門的信主，是一個行邪術巫師信主的經過。但後來他希望可以用金錢買神的恩賜，而被彼得責

備。很明顯他雖然表面上信了主，但還未放棄過去行巫術的日子。彼得形容他是「被罪惡捆綁」。你可

能信了耶穌已經一段日子，但你是否「正在苦膽之中，被罪惡捆綁」呢？你有什麼事需要帶到主面前悔

改，求主寬恕的呢？ 

禱告：求主幫助我，認識自己心中的慾望，心中的罪是什麼。求主幫助我勇於面對自己的過去，願意悔

改，重新過一個不再追求自己慾望，而是一生順服袮的人生。 

進深研讀問題： 

1. 什麼事令教會向外地分散？如果發生在你身上，你會如何回應? 

2. 那些分散的人在作什麼？ 

3. 你是否關切你的團體中的基督徒對你的看法？你想成為「屬靈人」的動機是什麼呢？ 



 

6/20/2020 星期六 使徒行傳八 26～40 

金句：太監對腓利說：「請問，先知說這話是指着誰？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別人呢？腓利就開口從這

經上起，對他傳講耶穌。 (使徒行傳八 34～35) 

默想：信耶穌不是一時的感動，也不是憑感覺，而是對耶穌救恩的明白，作出一個決定，去完完全全的

相信祂。今天這經文中的太監正在讀以賽亞書，他要認識彌賽亞是誰。你真的認識耶穌基督是誰嗎？為

何耶穌是唯一的救主呢？你肯定他是舊約先知所預言的那一位嗎？當遇到不明白的經文時，你會主動去

尋求，主動去發問嗎？ 

禱告：主啊，求袮幫助我能夠清楚認識自己的信仰，幫助我不做一個糊里糊塗的基督徒，而是能有這位

太監那樣的主動，那樣的追求。 

進深研讀問題： 

1. 腓利從天使得著什麼指示呢？ 

2. 上帝怎樣預備那位太監來聽基督的信息？ 

3. 腓力怎樣引起話題？他在什麼時候開始講到耶穌基督的福音？ 

4. 試概述上帝為太監與腓利所作的事。這件事怎樣激勵你今日去向人傳講主耶穌？ 

 

6/22/2020 星期一 使徒行傳九 1～31 

金句：掃羅到了耶路撒冷，想與門徒結交，他們卻都怕他，不信他是門徒。惟有巴拿巴接待他，領去見

使徒，把他在路上怎麼看見主，主怎麼向他說話，他在大馬士革怎麼奉耶穌的名放膽傳道，都述說出

來。(使徒行傳九 26～27) 

默想：聖經告訴我們當掃羅信主後 ，「惟有」巴拿巴願意去接待他。大概有些人怕了掃羅，不敢相信

他已經改過，也可能有人因為他過去所做的事，懷恨在心，不想與他來往。誰會願意與這個反對基督教

的頭目來往呢？「惟有」巴拿巴願意去接待他。在團契或在教會中，你有沒有留意到一些通常比較孤獨

的人？你願意主動的去認識他，主動的去接待他嗎？在靈修後，就拿起教會的通訊錄，去打電話或者送

短訊去聯絡他吧！ 

禱告：主啊，求袮幫助我學習巴拿巴對人的態度。求袮使我願意主動的去接觸，去接待那些在我們當中

孤單孤獨的人。現在求袮給我力量去嘗試接觸關心 ___________（一個過去你沒有太留意的人）。 

進深研讀問題： 



1. 試想像掃羅的改變（參：七 58～八 3）。 

2. 列出他改變前後的不同性格。 

3. 為何亞拿尼亞對上帝的吩咐感到躊躇呢？上帝怎樣答覆他？當上帝要你為祂做一點事時，你會怎

樣？ 

4. 初期教會在第 31 節的經歷，你的教會經歷了多少？ 

 

 

6/23/2020 星期二 使徒行傳九 32～43 

金句：彼得叫她們都出去，就跪下禱告，轉身對着死人說：「 大比大，起來！」她就睜開眼睛，見了 

彼得，便坐起來。  (使徒行傳九 40) 

默想： 耶穌和使徒醫病都不是千篇一律的，所以我們不要只關注醫病的方法，而是要留意每次不同方

法的醫治，都會帶出一些特別的屬靈功課。這次彼得醫治大比大的時候，聖經特別強調了他跪下禱告。

你有沒有試過跪下禱告呢？禱告的形式不代表禱告的能力，不過跪下來禱告卻能提醒我們要謙卑，要放

下自己。跪下來是一個敬拜的動作，可以表達我們完全降服於耶穌基督主權下的心願。你願意放下自

己，從今開始學習跪下禱告嗎？ 

禱告：（建議跪下禱告）我的救主耶穌基督，我完完全全的降服在袮面前。袮的意念高過我的意念，誰

能測透袮的心意呢？主啊，當我為自己的事祈求的時候，幫助我完全順服袮的意思，袮的時間。叫我不

慌不忙的等候袮，叫我忠心的跟隨袮因為知道袮是主；袮也是我的牧者，在一切的事上我都不會缺乏。 

進深研讀問題： 

1. 誰治好那癱子？有什麼後果呢？ 

2. 大比大有什麼善行和愛心的行動？你今日會行什麼善事和愛心的行動？ 

3. 什麼事證明出彼得是靠神的能力使大比大復活？帶來了什麼後果呢？ 

4. 曾否有人因上帝在你身上的大能而信了主呢？ 

 

6/24/2020 星期三 使徒行傳 十 1～33 

金句：彼得心裏正在猜疑之間，不知所看見的異象是甚麼意思。 哥尼流所差來的人已經訪問到西門的

家，站在門外。 (使徒行傳 十 17) 

 

默想：神的時間不會早也不會遲，神的配搭不會錯，總會把一切的事情安排得剛剛好。我們每一個人都

在經歷神，但是卻不知道神把我們這些經歷放在一起之後，是會成就甚麼美意。過去你有什麼事情，開



始的時候不明白，到後來才明白神安排的原因？今天你正在經歷什麼事情，是叫你因不明白神的意思而

感到疑惑的呢？ 

禱告：主啊，求袮幫助我不會因為不明白，而影響我對袮的信心。我知道袮是愛我的主，袮一切的安排

都是美好的。讓我相信袮，跟隨袮的步伐，明白袮的旨意。 

進深研讀問題： 

1. 上帝怎樣預備彼得去和這位外邦的百夫長相遇呢？ 

2. 假想你是彼得，想像一些你厭惡的動物，是你不想摸，更不想吃的，見到這異象後，你的思潮、

情緒與反應會怎樣？ 

3. 本章的事怎樣促進耶穌在一 8 節所講的目標？ 

4. 你對不同種族的人的哪些感受是攔阻你全心全意參與基督對整個世界的計劃的？ 

 

6/25/2020 星期四 使徒行傳 十 34～48 

金句：彼得還說這話的時候，聖靈降在一切聽道的人身上。 (使徒行傳 十 44) 

默想：在使徒行傳裡，聖靈一步一步的，首先降臨到猶太人中，然後降臨到撒瑪利亞人，最後到外邦人

中。聖靈的降臨，印證了耶穌所說，祂的福音要傳到地極（一 8）。同一個聖靈，今日就在你和我心

中，衪是我們隨時的幫助，是我們真理的老師，是我們犯罪時的提醒，失意時的安慰，軟弱時的能力。

今天聖靈在你身上有什麼工作呢？有提醒你嗎—你要順服還是要銷滅祂的感動？有給你能力嗎—你要

用來事奉神還是埋沒掉？ 

禱告：聖靈啊，感謝袮幫助我能明白袮的話。因為有袮的同在，我無論落在什麼光景中，也不需要害

怕。當我順著己心去敬拜偶像的時候，求袮提醒我的心回轉歸向袮，幫助我不致犯罪。當我害怕不敢為

主作見證時，求袮加我勇氣能力。 

進深研讀問題： 

1. 那個不潔淨動物的異象對彼得與哥尼流的接觸產生什麼樣的不同呢？ 

2. 彼得希望哥尼流認識有關耶穌的事實有哪些，試列舉出來。 

3. 你要怎樣行才得蒙赦罪？ 

4. 上帝怎樣顯出祂喜悅彼得的講道和哥尼流的信心？彼得還有什麼吩咐呢？ 

 

 

6/26/2020 星期五 使徒行傳 十一 1～18 



金句：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禮的門徒和他爭辯說… 眾人聽見這話，就不言語了，只歸榮

耀與神，說：「這樣看來，神也賜恩給外邦人，叫他們悔改得生命了。」  (使徒行傳十一 2,18) 

默想：誰反對彼得與外邦人交往？彼得怎樣面對這種批評？你會怎樣做呢？在彼得耐心的解釋下，那些

奉割禮的門徒有何反應？ 這段聖經讓我們看到前線服事的使徒，有一些經歷，是在後方支援的教會所

不明白的。這些門徒透過辯論，後來就明白了。他們明白到神也要賜恩給外邦人，給這些守了一生割禮

的門徒有很大的衝擊。在辯論中，大家願意聽取不同的意見，然後彼此接納這是一幅很美好的圖畫。這

次的不同意見沒有使教會分裂，反而使教會更加肯定神的工作。你喜歡與不同想法或在不同領域事奉的

弟兄姊妹溝通嗎？對不同的意見，你的態度是如何呢？願意聆聽和接納嗎？ 

禱告：主啊，求袮幫助我們教會能合一，能有一個彼此順服的心，願意聆聽及接納大家的意見。在大家

的分歧中慢慢辯解得更清楚。求袮讓我明白，袮把我們不同的弟兄姊妹放在一起的美意是什麼。 

進深研讀問題： 

1. 上帝給外邦人什麼恩賜是和猶太基督徒一樣的？你已得了這個恩賜嗎？你怎樣知道呢？ 

2. 是誰感動人悔改？這怎樣影響你的禱告？悔改帶來了什麼？ 

3. 你的基督徒團體是怎樣處理爭論的？你是否在今天的經文裏發現一個榮耀上帝的方法來處理爭

論？ 

 

6/27/2020 星期六 使徒行傳 十一 19～30 

金句：那些因司提反的事遭患難四散的門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並安提阿；他們不向別人講道，

只向猶太人講。  (使徒行傳十一 19) 

默想：當時大部份門徒的軟弱也是我們的軟弱，他們竟然只向猶太人傳福音而不向外邦人傳福音。你有

沒有因為語言、種族、文化背景的不同，而不願意向某一種人傳福音呢？ 

禱告：感謝主，沒有因為一些猶太門徒的軟弱，使我們這些外邦人沒有聽福音的機會。求主幫助我，克

服我的軟弱，不因為自己缺乏語言能力和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影響我對其他種族文化的人的愛心和向他

們傳福音的負擔。 

進深研讀問題： 

1. 試分別列出(a)上帝與 (b) 人在傳福音的事上各要擔任的工作。有什麼後果呢？這個成果是屬於

誰的？ 

2. 試述安提阿教會與耶路撒冷教會的關係。他們怎樣彼此幫助呢？ 

3. 你的基督徒團體與別的基督徒團體有何關係？你們怎樣向其他地方的基督徒顯出愛心與關懷？ 



4. 這裏怎樣論到巴拿巴？巴拿巴所講所做的，有什麼是明顯地幫助了初信的基督徒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