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一年讀完新舊約                   鐘

鎏博士及夫人  

一月經   文   進   度 

當日 補讀 

1/1 創世記 1:~2: 

a) 神創造宇宙萬物  1:       b) 神創

造有靈的活人   2: 

祈禱:感謝 神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求 神使

信從祂的天天學習像祂. 

    

1/2 創世記 3:~5: 

a )始祖違神命 3:         b) 人類的悲

局 4:          c) 洪水以前的人 5: 

祈禱:求神使我像以諾天天過與主同行的生

活. 

    

1/3 創世記 6:~9: 

a) 挪亞造方舟 6:    b) 洪水氾濫 

7:   c) 挪亞出方舟 8:     d) 立虹為

證 9: 

祈禱:感謝主由天降生,使世人相信祂而得永

生,如當日挪亞一家進入方舟得免 洪水之災

一樣. 

    

1/4 創世記 10:~11: 

a) 挪亞的後裔 10:         b) 人類的

    



驕傲 11:    

祈禱:求 神的靈時常提省我們「驕者必敗」

的教訓. 

1/5 

  

創世記 12:~15: 

a) 靠信心前行 12:  b) 遷往所多瑪 

13:  c) 至高 神的祭司 14:   d) 因信

稱義 15: 

祈禱:願 神使我有信心如亞伯拉罕一樣,無論

處在何境地都尊 神為大,以致蒙 神賜福. 

    

1/6 創世記 16:~19: 

a) 信心的試驗 16:    b)  神的糾正 

17:    c)  神的朋友 18:    d)罪城末

日 19: 

祈禱:求 主賜我信心,因耶和華沒有難成的

事. 

    

1/7 創世記 20:~22: 

a)再次失敗 20:        b)年老生子 

21:       c)最美的順服 22: 

祈禱:求 主教導我作個順服 神命令的人. 

    

1/8 創世記 23:~26: 

a) 埋葬在應許之地 23: (來

11:15)      b) 為以撒娶

    



妻  24:   (林後 6:14-15)   

c) 亞伯拉罕的晚年 25:          d) 家

庭失和 25:10~26:35 

祈禱:求 神賜我一個蒙福蒙愛並有美好見證

的基督化家庭. 

1/9 創世記 27:~29: 

a) 長子的名分 27: (來 12:16-

17)  b)  神的應許及人的回應 28:  c) 

雅各的成家 29:   

祈禱:願 主教導我懂得信靠 神的應許及立志

回報祂的大恩. 

    

1/10 創世記 30:~32: 

a) 生兒養女用策致富 30:    b) 十次改

變工價 31:     c) 應付兄長,與 神摔跤 

32: 

祈禱:求 神使我抓住 神的應許,追求屬靈的

祝福. 

    

1/11 創世記 33:~36: 

a) 兄弟相會 33: b )被玷辱及大屠殺 34: 

c) 改名叫以色列 35: d) 以掃及其後裔 

36: 

祈禱: 神啊,求祢教導作父母的有智慧指引兒

    



女走正路. 

1/12 創世記 37:~39: 

a) 約瑟被賣往埃及 37:   b) 猶大的子孫 

38: (太 1:3 ,路 3:33)    c) 被誣告下

監 39:   

祈禱:求 主使我不敢作惡得罪 神,凡事討 神

的喜悅. 

    

1/13 創世記 40:~42: 

a) 講解二夢 40: (參弗 4:15)   b)  再

解夢並擢升 41:   c) 內飢荒往埃及求救 

42:   

祈禱:求 主使我向人憑愛心說誠實話. 

    

1/14 創世記 43:~46: 

a)再到埃及買糧 43: b)用計扣留小弟 

44:  c)兄弟相認 45: d)老雅各帶眷下埃

及 46: 

祈禱:感謝 神,雖我不明瞭今日之遭遇,但神

那測不透之旨意,深信祂的恩典必足夠我用 

    

  

 

   



日期 經   文   進   度 當日 補讀 

1/15 創世記 47:~50: 

a)定居歌珊 47:   b)祝福二子 48:   c)

預言十二支派 49:    d)雅各及約瑟之死 

50: 

祈禱:像約瑟一樣,求主使我以愛來寬恕惡待我

者,以信來順服神的造就. 

    

1/16 約伯記 1:~4: 

a)約伯的遭遇 1:     b)撒但的攻擊 

2:     c)約伯的哀訴 3:     d)以利法發

言 4: 

祈禱:感謝 神,約伯如此的受苦還歌頌耶和華

的名(伯 1:21) 教導我,神啊,不論是福是苦

都學習向 神讚美. 

    

1/17 約伯記 5:~7: 

a)以利法發言 5:     b)約伯的回答 

6:    c)對 神的埋怨 7:   

祈禱:求神使我凡事仰望,凡事交託與 神,因

祢是行大事不可測度行奇事不可勝數的神. 

    

1/18 約伯記 8:~10: 

a)比勒達發言 8:     b)約伯的回答 

9:    c)約伯堅持無罪 10:    

    



祈禱:神啊,祢將生命和慈愛賜給我,祢也眷顧

保全我的心靈(伯 10:12) 

1/19 約伯記 11:~13: 

a)瑣法責約伯 11:     b)約伯以諷刺反擊 

12:     c)要求 神給答案 v22   13:  

祈禱:神啊,當我疑惑不解時,求祢叫我知道我

的過犯與罪愆(伯 13:23)            

    

1/20 約伯記 14:~17: 

a)對神甚惶惑 14:   b)以利法再發言 

15:   c)約伯痛述苦情 16:    d)怨天尤

人 17: 

祈禱:求 神使每一位信祢的人都在最黑暗的光

景尋求 神自己的面. 

    

1/21 約伯記 18:~20: 

a)比勒達再發言 18:      b)約伯飽經患難 

19:      c)瑣法再發言 20:    

祈禱: 神啊,感謝祢的保守,使我在逆境中仍

知我的救贖主活著. 

    

1/22 約伯記 21:~24: 

a)惡人的福樂 21:  b)以利法認定約伯有罪 

22:  c)為自己的正直申辯 23: 

    



d)惡人橫行遍地 24:  

祈禱:感謝神的教導"要將你的珍寶丟在塵土,

全能者就必為你的珍寶,作你的寶 銀" (伯
22:24-25) 

1/23 約伯記 25:~27: 

a)比勒達詞窮 25:      b)約伯的地理學 

26:      c)自言守義 27:    

祈禱:求 神使我在這短暫的人生能更多追求認

識全能者,為祂而活. 

    

1/24 約伯記 28:~31: 

a)智慧勝過珍珠 28: b)黃金時代的約伯 

29: c)現今受苦的約伯 30: d)美麗的約伯 

31: 

祈禱:是的,世間的一切榮華富貴皆會成為過

去,惟有敬畏 神遵守祂旨意的必永遠長存. 

    

1/25 約伯記 32:~34: 

a)以利戶發怒 32:      b)神的靈造我 

33:      c) 神不講理嗎? 34:   

祈禱:感謝公義的神," 祂必按人所作的報應

人"(伯 34:11)並恩待那些心存正直仰望祂的

人.  

    

1/26 約伯記 35:~37:     



a) 神使人夜間歌唱 35:      b) 神時常

看顧義人 36:      c) 神有公平和大義 

37:   

祈禱:求 神使我經歷在患難中得勝,歌頌 神

的大能幫助. 

1/27 約伯記 38:~42: 

a)神由旋風中的回答 38: b)人有限的智慧無

法了解神 39: c)約伯用手摀口自認卑賤 

40:  

d)神沒負任何人的債 41:       e)約伯對

罪惡的認識 42: 

祈禱:求 神使我們在跟隨祢的道路上不單是風

聞有祢更是能親眼見到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