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十月靈修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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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從 2020 年開始提供這個

靈修/讀經計劃，預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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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2021  星期一  民數記廿四 

金句：雅各啊，你的帳篷何等華美！以色列啊，你的帳幕何其華麗！ 巴蘭觀看亞瑪力，就題起詩歌說：「亞瑪

力原為諸國之首，但他終必沉淪。」巴蘭觀看基尼人，就題起詩歌說：「你的住處本是堅固，你的窩巢做在巖穴

中。然而基尼必至衰微，直到亞述把你擄去。」巴蘭又題起詩歌說：「哀哉！神行這事，誰能得活？必有人乘船

從基提界而來，苦害亞述，苦害希伯，他也必至沉淪。」(民數記廿四 5，20～24) 

默想：當時以色列在與強敵的爭戰中很擔心，恐懼。巴蘭是以色列的敵人巴勒請來咒詛以色列人的。但是，巴蘭

不但沒有咒詛以色列人，反而祝福他們，並且預言以色列必然興旺，周圍的列國必然衰敗，這些列國當然也包括

摩押王巴勒。可見，這不是出於巴蘭，而是出於神。這告訴我們神是掌管一切的主宰。你當默想，在遭遇艱難危

險時，在面對眼前的疫情時，你是否有信心仰望神？你是否存敬畏的心依靠神？ 

 

禱告： 親愛的主啊，感謝祢把我從罪惡中揀選出來歸於祢，成為祢的兒女，祈求祢幫助我愛祢，親近祢，在遭

遇患難時求祢賜我信心，在平時一切的日子裡，使我謙卑敬畏祢，愛祢。阿門！ 

進深研讀問題： 

1. 什麼使巴蘭不再與巴勒理論，奮而作詩祝福以色列？ 

2. 巴蘭在 5～9 節裏怎樣描寫以色列人（列舉那些隱喻）？ 

3. 巴蘭最後的詩歌是關乎什麼？ 

 

 

 

 

 



 

10/5/2021  星期二  民數記廿五 

金句：因此，你要說：我將我平安的約賜給他，這約要給他和他的後裔，作為永遠當祭司職任的約，因他為神，

有忌邪的心，為以色列人贖罪。(民數記廿五 12～13) 

默想： 因為非尼哈對神的熱心，神就將祭司的職分從以利亞撒傳到他的兒子非尼哈的家，以此作為獎勵。神也

賜他平安的應許，並與他立平安的約。你要默想，當神的教會需要的時候，你有願意擺上的心嗎？平時在教會裡

你有沒有做自己該做的？ 

禱告： 親愛的主，祈求祢用聖靈引導我，光照我，幫助我遠離罪惡，在一切的事上敬畏祢，愛祢。祈求祢賜我

智慧在教會裡做祢喜悅的事，除去我的懶惰，賜我勤勞熱忱來侍奉祢。阿門！ 

進深研讀問題： 

1. 神怎樣處理以色列人的罪？ 

2. 試確定猶太人的「平安」之意思。 

3. 上帝所立的平安之約（第 12 節），上帝所作的（第 4、9 節），與非尼哈所作的（第 7～8

節），這三者有何關係？ 

 

10/6/2021  星期三  民數記廿六 

金句：耶和華曉諭摩西說：「你要按著人名的數目將地分給這些人為業。人多的，你要把產業多分給他們；人少

的，你要把產業少分給他們。要照被數的人數，把產業分給各人。雖是這樣，還要拈鬮分地。他們要按著祖宗各

支派的名字承受為業。要按著所拈的鬮，看人數多人數少，把產業分給他們。」(民數記廿六 52～56) 

默想： 這段經文告訴我們神指示摩西怎麼教導百姓分配神賜給他們的應許地，既要按照人數的多少公平合理的

分配，也要讓所有的人都無話可說，那就是藉著拈鬮。這樣就避免大家的分爭，表明了神的公義。你要默想，自

己在處理家庭和教會的事工時，公平嗎？你所使用的方法有智慧嗎？符合神的心意嗎？你是帶著敬畏神的心來做

這一切的事嗎？ 

禱告： 親愛的主，感謝祢救贖我，祈求祢不斷用祢的聖靈感動我，光照我，讓我不得罪祢；祈求祢賜我智慧，

使我所做的符合祢的心意，能夠造就弟兄姐妹和家人。阿門！ 

進深研讀問題： 

1. 這裏對分配土地有何指示？ 

2. 上帝怎樣成就祂給以色列的應許？ 

3. 你對敬畏上帝和上帝的公義有何概念（與你在民數記學到的有關）？ 

 



10/7/2021  星期四  民數記廿七 

金句：他父親若沒有弟兄，就要把他的產業給他族中最近的親屬，他便要得為業。這要做以色列人的律例、典

章，是照耶和華吩咐摩西的。(民數記廿七 11) 

默想： 這裡西羅非哈的女兒提出沒有產業所針對的是死於曠野的人的情況，但是這卻可以成為以色列以後處理

這類事情的例子。這段經文強調的是「這要做以色列人的律例、典章。」神治理祂的百姓不是隨意的，都是有計

劃的，祂特別呼召摩西，治理祂的百姓，也賜給他「律例、典章」，這樣以色列人就知道怎麼做是神所喜悅的。

你當默想，自己為人處事有按照神的「律例、典章」嗎？還是自己隨意而行？你有沒有凡事遵行神的旨意？ 

禱告： 親愛的主啊，感謝祢賜下聖經給今天的教會，祈求祢幫助我明白祢的話，賜我虔誠的心，努力誠實地遵

行祢的話語，凡事都按照聖經所教導的「律例、典章」去做，討祢的喜悅。阿門！ 

進深研讀問題： 

1. 當上帝告訴摩西他快要離世時，摩西有何反應（參：廿 2～13）？ 

2. 你注重為你的團契預備接班的領袖嗎？到怎樣的程度？ 

3. 約書亞是怎樣被委任的？他得到什麼權柄呢？ 

 

10/8/2021  星期五  民數記廿八～廿九 

金句：當安息日，要獻兩隻沒有殘疾、一歲的公羊羔，並用調油的細麵伊法十分之二為素祭，又將同獻的奠祭獻

上。這是每安息日獻的燔祭，那常獻的燔祭和同獻的奠祭在外。(民數記廿八 9～10) 

默想：這裡強調獻祭的事，第一強調獻祭的時間是安息日，第二強調獻祭的公羊羔要沒有殘疾。表明這是每週都

要獻的祭，並且要完全的聖潔；神怎麼吩咐，我們就怎麼遵行，這表明對神的敬畏和順服。你要默想，自己無論

是在家庭生活上，還是在教會的侍奉上，都是按照聖經的教導進行嗎？都是誠實的嗎？你對神的侍奉是沒有殘

疾，沒有瑕疵，完全聖潔的嗎？ 

禱告：親愛的主，感謝祢救贖我的生命，並賜給我侍奉祢的機會，祈求祢引導我凡事按照聖經的教導，並以謙卑

虔誠的態度侍奉祢。幫助我在侍奉上不帶任何的瑕疵，不帶任何個人的私意，並向祢獻上最好的，聖潔的感恩

祭。阿門！ 

進深研讀問題： 

1. 那羔羊有什麼特性？ 

2. 你認為獻祭的細則為何這樣詳盡？ 

3. 你今日能獻什麼給上帝呢？ 

 

10/9/2021  星期六  民數記三十 



金句：摩西曉諭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說：「耶和華所吩咐的乃是這樣：人若向耶和華許願或起誓，要約束自己，

就不可食言，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話行。(民數記三十 1～2) 

默想： 這裡不僅是要求人如果向耶和華許願或起誓，就要約束自己，兌現所許的願，更重要的是神允許我們向

祂許願或起誓；這說明向神許願或起誓也是神賜我們的一種恩典，多麼美妙！你當默想，自己有沒有向神許願或

起誓，都誠實地兌現了嗎？你有沒有常常在內心向神許願？其實，這也是愛神的一種表現。哪你有沒有為此向神

表示感恩呢？ 

禱告： 親愛的主，感謝祢，讓我認識祢奇妙的恩典，賜給我一顆忠誠的心，在祢面前能虔誠地侍奉祢。為祢賜

給我侍奉的機會而感恩，甚至為祢賜給我許願的機會而感恩。祈求祢幫助我完成我對祢的心願，不為自己的許願

而食言。讓我能在凡事上榮耀祢。阿門！ 

進深研讀問題： 

1. 女子許願有什麼特權？ 

2. 這些特權帶有什麼限制？ 

3. 這章聖經指出以色列人對 (a) 許願；(b) 婦女之概念是怎樣的？ 

 

10/11/2021  星期一  民數記卅一 

金句：摩西就打發每支派的一千人去打仗，並打發祭司以利亞撒的兒子非尼哈同去，非尼哈手裡拿著聖所的器皿

和吹大聲的號筒。 (民數記卅一 6) 

默想： 以利亞撒是亞倫的後代，經文多次提及亞倫的繼承人，是為了強調祭司在這次事件中角色的重要性。非

尼哈手裡拿著聖所的器皿和吹大聲的號筒。從上文知道非尼哈是一位英勇的祭司，他的參與更凸顯出祭司職分是

本段經文的核心，也是整個事件的重點。你當默想，自己蒙神呼召，也具有祭司的身份，在面對罪惡時，有沒有

因為遵行神的旨意，勇敢地去與罪惡爭戰？你有沒有與罪惡妥協過，你真的在該吹號時勇敢地吹號了嗎？ 

禱告： 親愛的主，感謝祢呼召我，揀選我，並賜給我侍奉祢的機會，求祢幫助我，認識祢的真理，並勇敢的宣

講，成為一個優秀的吹號人。傳福音救靈魂，榮耀祢的名。阿門！ 

進深研讀問題： 

1. 以色列人為何要向米甸人報仇（參：廿五章）？ 

2. 摩西為何向那些軍長發怒？試想像他們百感交集的情緒。 

3. 以利亞撒和利未人得到什麼呢？ 

 

10/12/2021  星期二  民數記卅二 



金句：於是，摩西為他們囑咐祭司以利亞撒和嫩的兒子約書亞並以色列眾支派的族長，說：「迦得子孫和魯本子

孫，凡帶兵器在耶和華面前去打仗的，若與你們一同過約旦河，那地被你們制伏了，你們就要把基列地給他們為

業。倘若他們不帶兵器和你們一同過去，就要在迦南地你們中間得產業。」(民數記卅二 28～30) 

默想： 這段經文是講以色列十二個支派怎麼分地。其中有兩個半支派，就是魯本、迦得支派和瑪拿西半個支

派。他們看好約旦河東邊的那塊地，就跟摩西談判，摩西提出他們的男人要出征，並且還訂立了條件，雙方和平

的達成了友好的協議。這事告訴我們，神的旨意是要我們和睦友好的相處，只有不違背神的旨意，凡事給別人自

由的選擇，尊重對方，嚴格地要求自己，這才能夠成為美好的團契，榮耀神。你要默想，自己在凡事上都尊重弟

兄姐妹嗎？當你遇到與自己的意見不同，又不違背聖經真理的弟兄姐妹時，你是怎麼處理的，能夠給予別人自由

和尊重嗎？ 

禱告： 親愛的主，祈求祢的聖靈充滿我，賜給我一顆寬廣的心，讓我凡事因敬畏祢而尊重人。賜給我愛心和智

慧，知道怎麼與我意見不同的弟兄姐妹和睦相處，榮耀祢。阿門！ 

進深研讀問題： 

1. 魯本、迦得二支派向摩西和以利亞撒提出什麼請求？ 

2. 他們對摩西有何承諾（參：約書亞記廿二 1～6）？ 

3. 他們怎樣關心家庭呢？ 

 

10/13/2021  星期三  民數記卅三～卅四 

金句：正月十五日，就是逾越節的次日，以色列人從蘭塞起行，在一切埃及人眼前昂然無懼地出去。那時，埃及

人正葬埋他們的長子，就是耶和華在他們中間所擊殺的，耶和華也敗壞他們的神。(民數記卅三 3～4) 

默想： 這幾節經文生動地描述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景象，是對神救贖的紀念，也是對百姓的鼓勵；是表明神

是信實的，是永不改變的。神把祂的百姓從埃及救贖出來，是會負他們的責任，一定會按照應許，將他們帶進應

許地迦南。也象徵神對我們的救贖是永遠有效的。你當默想，自己常常回顧神曾經救贖你的大能，和各樣的恩典

嗎？你常常思想神救恩的奇妙，對神充滿信心，並以此激勵自己愛主嗎？  

禱告： 親愛的主，祈求祢的聖靈常常引導我思想紀念祢的救恩，幫助我完全相信我是活在祢的恩典中，祈求祢

以此堅固我的信心，賜給我感恩的心，讓我因此充滿喜樂和盼望。阿門！ 

進深研讀問題： 

1. 試概述百姓學到有關上帝的真理。 

2. 神給摩西什麼有關百姓過紅海進迦南之指示？不服從的刑罰是什麼？ 

3. 什麼是迦南地的邊界？ 

 



10/14/2021  星期四  民數記卅五～卅六 

金句：倘若人沒有仇恨，忽然將人推倒，或是沒有埋伏把物扔在人身上，或是沒有看見的時候用可以打死人的石

頭扔在人身上，以至於死，本來與他無仇，也無意害他，會眾就要照典章，在打死人的和報血仇的中間審判。會

眾要救這誤殺人的脫離報血仇人的手，也要使他歸入逃城。他要住在其中，直等到受聖膏的大祭司死了。但誤殺

人的，無論什麼時候，若出了逃城的境外，報血仇的在逃城境外遇見他，將他殺了，報血仇的就沒有流血之罪。

因為誤殺人的該住在逃城裡，等到大祭司死了。大祭司死了以後，誤殺人的才可以回到他所得為業之地。(民數

記卅五 22～28) 

默想： 逃城是神賜給人的恩典，象徵主耶穌的救贖，這也向我們見證，聖經確實是神的話。如果不是神的啟

示，三千多年前的人類根本不會有這種高度文明的觀念和思想。這完全是神的啟示。就算今天很多國家的法律也

無法達到這個地步。那些不是故意殺人的人，必須遵守逃城法則。否則他將面臨死亡。這向我們啟示的真理就是

我們相信耶穌，蒙恩得救，必須遵行聖經真理，否則後果也是極為嚴重的。你當默想，自己完全確信聖經是神的

話嗎？你願意靠著主努力遵行聖經的教導嗎？ 

禱告： 親愛的主，祢的話太奇妙，完全真實；祈求祢賜我對祢話語的信心，並幫助我能夠明白祢的話。感謝祢

藉著耶穌基督救贖我的生命，祈求祢幫助我凡事順服祢的教導，遵行祢的旨意，愛祢榮耀祢。阿門！ 

進深研讀問題： 

1. 試描寫在應許之地給予利未人之城邑。 

2. 神為殺人者有什麼公平的預備？與為不潔淨的人所預備的有何關係？ 

3. 在卅六章裏有什麼問題出現？摩西怎樣解決這問題？ 

4. 試概述以色列子孫在這裏得著什麼有關上帝的教訓？他們有何反應？ 

5. 你又學到什麼有關上帝的真理呢？ 

6. 因著你在民數記所學到的功課，你有什麼特別的行動呢？ 

 

10/15/2021  星期五 馬可福音一 1～13 

馬可福音簡介 

這卷書是馬可留給羅馬基督徒的文獻，為彼得傳揚給他們的信息留下了記錄。馬可文筆簡潔，他的敘述

充滿事實與行動（注意「立刻」，「隨即」等字眼）。試留心觀察耶穌帶著權柄的行動。一一記下耶穌

所行的神蹟及其施行的理由。觀察個別的人的反應（注意動詞及形容詞），並區分每一組因耶穌的教訓

和行動而被激怒的人。 

金句：聖靈就把耶穌催到曠野裡去。他在曠野四十天，受撒旦的試探，並與野獸同在一處；且有天使來

伺候他。(馬可福音一 12～13) 



默想： 主耶穌在主禱文中教導門徒禱告時, 求主「不叫我們遇見試探」。試探不好受, 我們情願安穩, 不

希望有試探來影響我們。不過, 在這段經文中, 主耶穌被聖靈「催到」曠野, 接受聖靈的試探，這能夠幫

助我們有另一種的態度來面對試探。聖靈主動催迫耶穌, 是父神給主耶穌在祂受洗後的第一個任務, 就

是挑戰撒旦的主權, 敗壞他的工作。以後, 我們這些跟隨主的人, 不必再害怕撒旦的權勢, 因為主已經得

勝了。你最近面對甚麼試探呢? 主耶穌已勝過試探, 祂必定能夠幫助你。 

禱告： 主耶穌感謝祢, 祢在凡事上都勝過了試探。魔鬼的權勢不能阻擋祢, 求祢幫助我在試探時能夠抓

緊祢的說話, 相信祢的應許。求祢的靈充滿我, 使我像祢一樣能夠勝過魔鬼的試探! 

進深研讀問題： 

1. 你在哪方面顯出你真誠地獻身給上帝？ 

2. 試描述 (a) 約翰的外貌；(b) 他對自己的態度；(c) 他對在他以後要來的那一位之態度。 

3. 你對耶穌有何看法？試與你對自己的態度比較。 

4. 試比較那兩種洗禮的不同。 

 

10/16/2021  星期六 馬可福音一 14～20 

金句：耶穌對他們說：「來跟從我！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 他們就立刻捨了網，跟從了他。

(馬可福音一 17～18) 

默想：「信耶穌」是心中對主的完全信靠, 在行動上能夠看出來嗎? 主耶穌呼召門徒的時候, 門徒的反應

是 「立刻捨了網, 跟從了他」。信耶穌是很簡單, 但是代價是很大的, 不是要你的財產, 而是要你一生的

跟從。有甚麼東西攔阻你對主完全的跟從, 有甚麼人和事你需要放下, 才能全心全意的跟隨主呢? 這些事

情大概是讓你經常擔心, 經常用來做藉口不能服侍的事情。你願意在主面前為這些事情禱告, 讓你能夠

放下來跟隨主嗎? 

禱告： 主啊! 我信, 但是我的信心小, 求祢建立我的信心, 回應祢對我的呼召, 願意立刻放下一切讓我擔

心, 纏繞我的事來跟隨祢, 順服聖靈每天的帶領。 

進深研讀問題： 

1. 耶穌從何時開始傳道？祂信息的中心是什麼？試比較祂與約翰的信息（第 4 節）。 

2. 當時耶穌仍是籍籍無名的巡迴傳教士，為何他們立時回應主的呼召？他們的回應與耶穌在 15 節

的命令有何關係？ 

3. 耶穌會怎樣使祂的呼召與你現在或將來的職業連起來？ 

4. 你要靠著什麼能力才能成為得人的漁夫？試列舉你會遇到的攔阻。 



10/18/2021  星期一 馬可福音一 21～39 

金句：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時候，耶穌起來到曠野地方去，在那裡禱告。(馬可福音一 35) 

默想： 馬可福音的其中一個風格是強調了耶穌的行動。在今天的經文中, 耶穌做了很多事, 有講道、醫

病、趕鬼等。用現今的說法, 耶穌的確是一個大忙人。不過在祂的忙碌中, 經文告訴我們 「次日早晨，

天未亮的時候，耶穌起來，到曠野地方去，在那裡禱告。」 我們現代人忙的事情也很多, 與耶穌不同

的, 就是我們把靈修讀經的時間, 擠在要睡覺前半夢半醒的時段，往往聖經看一看, 禱告說幾句, 就在夢

中與主相見。這樣的靈修習慣, 怪不得我們那麼軟弱, 事奉工作都沒有力。耶穌在祂忙碌的事工中, 在

「清晨的時候」到「曠野」禱告。 耶穌要在一天的事工開始之前, 到一個沒有繁雜事情影響的地方, 好

好在主面前禱告。耶穌的榜樣, 不是已經告訴了我們在繁忙的生活中能夠過得勝生活的秘訣了嗎? 

禱告： 主啊! 求祢幫助我學習祢禱告的習慣, 讓我立志在一天工作開始之前, 先到祢面前尋求祢的心意, 

使我每天都能靠祢過得勝的生活。  

進深研讀問題： 

1. 熱病通常會使人身體虛弱，有何證據顯出西門的岳母已痊癒？ 

2. 那天怎樣結束？翌日又怎樣開始呢？ 

3. 你認為耶穌的「晨更」對祂分配時間和計劃行動有何影響？ 

4. 經過忙碌的一日一夜，面對做不完的工作，你怎樣開始過新的一日呢？耶穌在那時候從容不迫地

向上帝傾吐，認識這點對你有何價值？ 

5. 有什麼目前的需要是應重新安排而使你能達成更大的目標的？ 

 

10/19/2021  星期二 馬可福音一 40～45 

金句：那人出去，倒說許多的話，把這件事傳揚開了，叫耶穌以後不得再明明地進城，只好在外邊曠野

地方。人從各處都就了他來。(馬可福音一 45) 

默想： 今天這篇經文中的痳瘋病人對主有非常堅定的信心, 但卻對主的話不太順服。他的不順服帶來耶

穌在事工上的阻礙, 「耶穌以後不得再明明地進城，只好在外邊曠野地方。」這人雖然不是懷着不良的

動機, 甚至可能存着善良的動機去宣揚, 但最終還是為主「幫倒忙」。 在這段經文中你看到順服的重要

性嗎? 順服是要建立在一個完全信靠主的信心上。這個麻瘋病人被醫治後, 他沒有順服主耶穌的話, 他相

信自己, 就憑著自己的方法去宣揚主的工作。其實這樣就正正違背了主耶穌基督的教導。從這個故事中, 

你又學到什麼順服的功課呢?  



禱告： 主啊! 求祢賜我一顆順服的心, 不要只憑著自己的判斷, 要謙卑的回到祢的話中, 聽從祢的吩咐, 

跟從祢, 做祢的工作。 

進深研讀問題： 

1. 試列舉你對痲瘋病的認識，並它在當時社會上和宗教上的含義（參：利未記十三 45～46；民數

記五 2～4）。 

2. 這位長大痲瘋的人求什麼呢？他怎樣描述他的問題？ 

3. 耶穌的行動顯出他對那些被遺棄的人有何態度？耶穌冒了什麼風險（參：利未記廿二 5～6）？ 

4. 這痊癒的人作了些什麼？從剛發生的事來看，是否奇怪呢？可以原諒嗎？為何？ 

 

10/20/2021  星期三         馬可福音二 1～12 

金句：那人就起來，立刻拿著褥子，當眾人面前出去了。以致眾人都驚奇，歸榮耀於神，說：「我們從

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事！」 (馬可福音二 12) 

默想： 在這段短短的經文中, 有很多學習的地方。今天金句的默想, 讓我們一起思考這個故事的結果。

這個癱子, 憑著他的信心 (第五節), 得到主耶穌醫治他心靈和肉體上的恩典。這次的醫治, 讓眾人, 特別

是議論主耶穌的文士, 知道主耶穌在地上有赦罪的權柄 (第十節)。結果呢, 那個人的罪得赦免, 身體的殘

疾也醫好了, 帶來了一個美麗的見証, 他們都「歸榮耀於神」! 你和我大概沒有這個癱子這種程度被醫治

的經歷, 但有一點我們是一樣的, 就是我們是因為同一樣的信心而罪得到了赦免。你被主耶穌赦免後的

生活是怎樣的呢? 有沒有一些改變讓身邊的人感到詫異的呢? 我們被主耶穌赦免後的生命是一個不一樣

的生命, 是一個會讓人感到驚訝並歸榮耀給主的新生命! 

禱告：主耶穌, 感謝祢的赦免, 讓我能夠有一個新的生命。求主給我每天都過著一個得勝的生活, 幫助我

把過去的惡習改掉, 過一個真正悔改的人生，以我的生活為主作美好的見證!  

進深研讀問題： 

1. 耶穌首先關心癱子的哪方面？什麼促使祂行事？ 

2. 文士為何這麼生氣？試研究他們的心思，他們錯在哪裏呢？ 

3. 試區別能力與權柄。耶穌的能力和權柄有何相關？ 

4. 在那人身上有何果效？對群眾呢？是誰的功勞？ 

5. 你今日能作些什麼，成為一些有急需的人之親愛並樂助的朋友？ 

 

10/21/2021  星期四 馬可福音二 13～17 



金句：耶穌聽見，就對他們說：「康健的人用不著醫生，有病的人才用得著。我來本不是召義人，乃是

召罪人。」(馬可福音二 17) 

默想： 一般人會敬重在高位, 品格道德高尚的人。你看到你的兒女和其他「壞小孩」在一起的時候, 你

可能會馬上叫你的小朋友不要和他玩, 告訴他不要與這些人混在一起。所謂「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  很

多人認為人變壞, 都是因為被壞朋友影響。 但是作為耶穌的門徒, 我們應該有一個不同的角度去思考。 

誰變好變壞, 不只是外在的因素, 更是內在的因素。從一開始, 我們每一個本來都是壞人。當然「近朱者

赤, 近墨者黑」是有一些道理的, 但是我們裏面才是主因。所以主耶穌的福音工作是去主動接觸那些表

面上看來是「壞」的人。在你生活當中, 有沒有一些人是你不屑與他接觸或談話的呢? 可能他的言行舉

止讓你非常厭惡, 他需要耶穌嗎? 你如何能幫助他認識主, 成為他生命裏的祝福呢? 

禱告： 主啊！祢 「來本不是召義人，乃是召罪人」；求祢賜我勇氣, 願意放下我對他人的成見, 給我有

智慧去與那些我不喜歡的人打交道, 為的就是要把祢的福音傳給他們, 像主耶穌那樣。 

進深研讀問題： 

1. 為何有不少人「抗議」？是誰抗議？問題是什麼？稅吏被視為什麼（在這個民族主義的國家裏，

稅吏是被憎恨的，因為他們常欺詐百姓，況且他們也算是與可惡的外邦羅馬政府合作）？ 

2. 這事件的哪方面好像使耶穌的社交與祂的言行不協調？ 

3. 你有什麼人生目的？你在此與誰認同：病人還是康健的人？罪人還是義人？那些只顧應該與誰相

交並好批評的文士，還是那些不顧名利而謙卑跟從主動門徒？ 

4. 你與哪類人相交呢？為何？ 

 

10/22/2021  星期五 馬可福音二 18～三 6 

金句：耶穌怒目周圍看他們，憂愁他們的心剛硬，就對那人說：「伸出手來！」他把手一伸，手就復了

原。(馬可福音三 5) 

默想： 一般我們對主耶穌的印像都是慈愛, 和善的樣子, 其實這只是一部分, 甚至這是對主耶穌的偏見。

昨天我們看到主耶穌對罪人的恩慈, 但主耶穌是完全的聖潔, 他並不喜歡罪。今天我們看到主耶穌對罪

的厭惡, 尤其那些自命是公義的人。他們心裏剛硬, 拒絕承認自己的罪。在這段經文中, 他們沒有主動傷

害人, 那他們有什麼罪呢? 耶穌對他們的「怒目」, 表達了耶穌對他們非常之不滿, 因為他們對這個枯乾

了一隻手的人, 完全沒有關懷。他們只關心自以為是的公義, 關心自己在安息日中所定的規條, 罔顧人的

性命。這種態度, 不比其他罪惡輕。在你日常對其他人的態度中, 有沒有讓耶穌要「怒目」你的地方呢?  



禱告： 主耶穌, 祢當天「怒目」這些對人的生命漠不關心的群眾, 一定讓祢心裏非常憤怒和傷心。求祢

讓我在生活中省察, 叫我不要單注意自己, 漠視了身邊的人的需要，教我學習如何真正的愛身邊的人。 

進深研讀問題： 

1. 在哪方面你是被外表的宗教規條所限制？ 

2. 在你的生命裏，基督應當怎樣新鮮地流露出來？為何？ 

3. 按耶穌所說，安息日的目的是什麼？（試參考安息日的來源及上帝給予有關安息日的命令——

創世記二 2；出埃及記廿 8～11，卅一 12～17）？ 

4. 那些死守律法的人怎樣歪曲了它的意思？ 

5. 你怎樣利用安息日？怎樣忽視它？是休息與得著靈裏的更新？還是受它的轄制呢？為什麼？ 

 

10/23/2021  星期六 馬可福音三 7～19 

金句： 耶穌上了山，隨自己的意思叫人來，他們便來到他那裡。(馬可福音三 13) 

默想： 這段經文描述耶穌選擇祂的門徒。 耶穌選擇門徒的標準是什麼呢? 耶穌是「隨自己的意思叫人

來」。這不是隨心所欲, 隨便揀幾個人而是精心挑選他們, 因祂知道自己要揀誰。不過, 為何會挑選了這

群人? 尤其是那個最終出賣主耶穌的猶大。「叫」, 是一個動詞, 強調耶穌揀選十二個門徒是出於祂主動

的意思, 不是隨隨便便, 而是祂的揀選。從人的角度看, 這十二個人平凡得很, 亦充滿了問題, 但是神就是

用這十二個門徒來建立祂的教會。你服不服神的智慧呢? 無論你認為自己很夠資格, 或不多夠資格去服

事, 讓耶穌揀選門徒這一事鼓勵你。我們都是被神所揀選的器皿, 我們只需要忠心順服的跟隨, 神會親自

完成祂的事工。 

禱告：主啊! 感謝祢揀選十二個門徒, 他們都成為了我屬靈的榜樣。在出賣祢的猶大身上, 我也能在他的

經歷中, 學到寶貴的功課。祢的智慧高過我的智慧, 求祢幫助我更加謙卑來學習。不要讓我有任何藉口, 

幫助我忠心來服事袮。 

進深研讀問題： 

1. 試在地圖上找出群眾出來的地方。 

2. 耶穌被認出是誰呢？祂怎樣處理？ 

3. 你對耶穌的觀念在上星期裏有否改變或增長？因著什麼？ 

4. 耶穌根據什麼選召門徒（參：第 13 節）？他們有何回應？ 

5. 試寫下你從馬可福音對他們的認識。耶穌揀選論哪類人呢（請繼續從馬可福音觀察這些被選為傳

福音的中堅分子的特徵）？ 



 

10/25/2021  星期一 馬可福音三 20～35 

金句：耶穌的親屬聽見，就出來要拉住他，因為他們說他癲狂了。(馬可福音三 21) 

默想： 在一個訊息並不是那麼容易傳遞的年代, 謠言會很容易傳播。有人傳耶穌是被鬼附, 這讓主耶穌

的親屬特別緊張。這裏看到耶穌並不是一個沒有出處的人, 祂有親人、有家屬。這些人與耶穌一起長大, 

他們知道耶穌是誰, 也非常關心耶穌。不過對他們來說, 可能會更難相信耶穌就是神的兒子。在這一段

的結束, 耶穌作出了一個宣告, 在天國的親人, 是超越肉體家人的關係。 耶穌的家人, 並不能因為與耶穌

在地上肉身的關係而進天國。他們包括了耶穌的兄弟和母親馬利亞，都必需要悔改才能進入天國, 這就

是遵行神旨意的人。我們要多為我們的家人禱告, 也要主動的向家人傳天國的好消息。 

禱告： 主啊, 感謝祢, 我有機會認識到福音, 求祢讓我活出福音, 在凡事上都遵行祢的旨意。我亦要為我

未信主的家人禱告 (把家人的名字一一説出來), 求祢幫助他們認識福音。 

進深研讀問題： 

1. 這裏提到哪兩種意見？持這兩種意見的人是誰？ 

2. 耶穌怎樣指出文士的結論不合邏輯？ 

3. 按本段的上下文，這裏描寫什麼罪（22～30 節）？這罪嚴重到什麼程度？ 

4. 若有人向你說他犯了「不得赦免的罪」，你怎樣回答他呢？ 

 

10/26/2021  星期二 馬可福音四 1～20 

金句：又對他們說：「你們不明白這比喻嗎？這樣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馬可福音四 13) 

默想：耶穌講完撒種的比喻後, 特別幫門徒補課, 幫助他們明白這比喻。而明白這比喻, 也是明白其他關

於天國比喻的關鍵。 在這段經文之後, 耶穌一連串說了四個比喻, 門徒需要明白第一個比喻才能明白之

後那些比喻的教訓。耶穌說話, 門徒大概便乖乖的聽。試想像你是當時其中一個門徒, 當耶穌問:「你們

不明白這比喻嗎?」的時候, 你會有什麼反應呢? 你會不會有一個追求的心, 很盼望主耶穌能夠馬上把比

喻解釋給你聽? 或者你是不冷不熱, 沒有所謂, 耶穌喜歡說我便聽, 不說也罷, 反正不太重要也不太懂。你

現對學習聖經的態度是怎樣呢? 

禱告：主耶穌, 求祢給我有一顆追求的心, 願意明白祢的話語。不要叫我安逸在不冷不熱的狀態下, 讓我

有熱心追求明白神的話語。 

進深研讀問題： 



1. 試著用圖列出：(a) 四種土地；(b) 種子的情況；(c) 其意義。 

2. 種子代表什麼？為什麼有不同的收成？ 

3. 耶穌在何時用這比喻？對誰解釋？祂為何要用比喻呢？ 

4. 你怎樣知道哪一種反應是你的寫照？ 

5.  你能否確定你會結多少倍果子呢？為何？ 

 

10/27/2021  星期三 馬可福音四 21～25 

金句：又說：「你們所聽的要留心。你們用甚麼量器量給人，也必用甚麼量器量給你們，並且要多給你

們。(馬可福音四 24) 

默想： 耶穌在這段比喻特別是針對門徒說的。當耶穌升天後, 門徒肩負起傳道的責任。他們要傳的

「道」, 就是耶穌與他們一起時所講的話。耶穌要把隱藏的事慢慢的告訴他們, 而他們終必會明白所隱

藏的真理。現在他們先要自己領受主的道, 才能夠把道傳給其他人。「傳道」成了世世代代跟隨基督, 

真正信主的基督徒所肩負的責任。 你認識真理有多少呢? 有沒有不斷追求增加對真理的認識呢? 你可以

把這道傳給誰呢? 

禱告： 主啊! 求祢幫助我明白祢的「道」, 無論我的文化背景是甚麼, 我也可以學習。求祢給我從祢而來

的智慧, 使我更了解聖經的真理；也求主幫助我, 繼續把這道傳給下一個門徒。 

進深研讀問題： 

1. 光有何用途？燈的用途呢？ 

2. 若把油燈（在耶穌的時代是很普遍的）放在不透光的器皿裏會怎樣呢？光的用途與上次討論的比

喻（10～13 節）有何關連？這裏有什麼是似非而是的？ 

3. 耶穌要在這裏說明什麼屬靈的原則？ 

4. 你在馬可福音所「聽」到的真理，你現在實行了多少？為何？ 

5. 按你對上帝話語的態度及順服，你樂於接受 24～25 節的原則作為上帝的應許，還是畏懼地接受

作為警告呢？為什麼？ 

 

10/28/2021  星期四 馬可福音四 26～34 

金句：又說：「神的國如同人把種撒在地上。 黑夜睡覺，白日起來，這種就發芽漸長，那人卻不曉得

如何這樣。(馬可福音四 26～27) 



默想： 農夫的工作是把種子撒在地上。 他根據經驗,知道種子會發芽生長, 但他卻不是使新生命成長的

原因。我們傳道也是一樣, 我們沒有能力使人相信福音, 因為人相信耶穌是神的工作, 而我們的責任就是

要「傳」。農夫需要有很大的信心和耐心, 要不停的工作, 不能灰心, 他才有機會看到, 究竟種子發出來

的是不是他期望中的幼苗。我們傳道也是一樣, 不一定馬上看到果效。但我們相信叫信心成長的主, 我

們所傳的道是不會落空的! 

禱告： 主啊! 求祢幫助我, 不要因為人對福音的冷淡和不信就停止傳福音；無論是得時不得時, 總會努力

地去傳! 

進深研讀問題： 

1. 種子和上帝的國有何共同點？ 

2. 這裏怎樣描寫長大的過程？是怎樣會長大的？何時收成呢？ 

3. 農夫在 (a) 撒種；(b) 栽種；(c) 收割時要負什麼責任？ 

4. 耶穌向誰講這比喻？（參：四 1）？祂又向誰解釋呢？ 

 

10/29/2021  星期五 馬可福音四 35～41 

金句：他們就大大的懼怕，彼此說：「這到底是誰，連風和海也聽從他了！」(馬可福音四 41) 

默想： 人生有很多東西讓我們害怕。冠狀病毒那麼厲害, 人們都很害怕, 就算是種了疫苗, 要出外還是要

戴口罩, 做好防備措施。在這段經文中, 門徒在船上因為懼怕風浪而叫醒耶穌。但是耶穌平靜風浪後 (他

們馬上經歷到風平浪靜), 在他們的心裏卻掀起了更巨大的害怕。這次的經歷讓他們更明白耶穌是誰, 連

風和海也聽從祂。既然主耶穌是掌管一切萬物, 我們便不需要害怕。無論是天災人禍, 我們都知道主會

保守。你要問自己, 當有困難 (包括疫症、 病痛、失業等) 來的時候, 你是手忙腳亂, 害怕這困難帶來的

後果? 還是回到耶穌那裡, 把一切的憂慮交給祂, 以敬畏祂的態度來面對困境? 

禱告：主啊!求祢幫助我敬畏祢, 多於懼怕身邊的人, 身邊所發生的事。祢是掌管天地萬物一切的主, 除祢

以外, 我沒有更寶貴的了! 感謝主耶穌是我的救主, 讓我在生活中活出這個真理! 

進深研讀問題： 

1. 那風暴怎樣厲害？門徒在做些什麼？ 

2. 試想像門徒叫醒耶穌時，期待祂作些什麼？試與祂所作的比較，有哪些異同之處？ 

3. 耶穌怎樣顯出祂的權柄？試解釋祂為何有這麼大的權柄。 

4. 為何耶穌對門徒的斥責是合宜的（參：35 節）？ 

5. 試從本段中找出耶穌的人性和神性的證據。 



 

10/30/2021  星期六 馬可福音五 1～20 

金句：他們來到耶穌那裡，看見那被鬼附著的人，就是從前被群鬼所附的，坐著，穿上衣服，心裡明白

過來，他們就害怕。(馬可福音五 15) 

默想： 在昨天的經文裏, 我們學到與耶穌一起坐船的人, 看到耶穌平靜風浪之後, 就「大大的懼怕」。今

天那些人看到耶穌趕鬼後, 也是「害怕」。在這段經文中, 我們看到耶穌在靈界的權柄, 連污鬼也完全順

服祂的話。這連接上一段經文指出耶穌在自然界的權柄，人看到耶穌在自然界與靈界的權柄都只能懼

怕, 因為人在自然界和靈界都沒有權柄。反而, 當自然界和靈界要發難的時候, 人是完全束手無策的。最

諷刺的, 是人, 甚至是基督徒, 卻反過來不願意順服上帝的權柄。如果我們明白聖經, 真的懼怕主耶穌, 我

們也應該會完全順服主的權柄。在你的生活中, 反映出你是完全順服主的權柄嗎?  

禱告：親愛的主耶穌, 求祢幫助我順服祢的權柄! 幫助我時常記著祢的話語, 提醒我人生的最終目的, 是

要順服祢, 榮耀祢。 

進深研讀問題： 

1. 試按下列各方面詳細描述那位迎見耶穌的人：外表；能力；自制及社會地位。 

2. 他對耶穌有何反應？ 

3. 那鬼請求耶穌做什麼？耶穌對群鬼的行動產生了什麼後果？養豬的人呢？那人呢？ 

試比較那人的心願與耶穌的吩咐。他應當去哪裏？他服從耶穌的後果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