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讀經進度
1/7-5/7

詩1-10 沒有撮要，請直接參閱經文

8/7-12/7

詩11-20 沒有撮要，請直接參閱經文

15/7-19/7

詩21-30 沒有撮要，請直接參閱經文

22/7-26/7

詩31-40 沒有撮要，請直接參閱經文

29/7-2/8

詩41 沒有撮要，請直接參閱經文

何1-8 何1-2 何西阿娶淫婦為妻，也收那從淫亂所生的兒女，因為這地大行淫亂，離棄耶和華。我必追討她素日給諸巴

力燒香的罪，隨從她所愛的，卻忘記我。

何3-4 耶和華吩咐何西亞再去愛一個淫婦，好像以色列人，雖然偏向別神。耶和華與這地的居民爭辯，因這地上

無誠實，無良善，無人認識神。

何5-6 神使以法蓮如蟲蛀之物，使猶大家如朽爛之木。來吧，我們歸向耶和華！

何7-8 以法蓮與列邦人攙雜；以法蓮是沒有翻過的餅。以色列丟棄良善，仇敵必追逼他。

5/8-9/8

何9-14 何9-10 他們必不得住耶和華的地；以法蓮卻要歸回埃及，必在亞述吃不潔淨的食物。因他們的大惡，伯特利必使

你們遭遇如此。到了黎明，以色列的王必全然滅絕。

何11-12 以法蓮哪，我怎能捨棄你？以色列啊，我怎能棄絕你？我怎能使你如押瑪？怎能使你如洗扁？我回心轉意

，我的憐愛大大發動。所以你當歸向你的神，謹守仁愛、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

何13-14 我必救贖他們脫離陰間，救贖他們脫離死亡。我必醫治他們背道的病，甘心愛他們；因為我的怒氣向他們

轉消。

珥1-3 珥1-3 耶和華用蝗虫之災審判以色列人，勸勉他們要禁食、歸向神。以後，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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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16/8

摩1-9 摩1-2 外邦人三番四次地犯罪，以色列人也三番四次地犯罪，我必不免去他們的刑罰。

摩3-4 敵人必來圍攻這地，使你的勢力衰微，搶掠你的家宅。我使你們在一切城中牙齒乾淨，在你們各處糧食缺

乏，你們仍不歸向我。

摩5-6 你們要尋求我，就必存活。你們以為降禍的日子還遠，坐在位上盡行強暴。

摩7-9 主以異象指示，必審判以色列人，到那日，殿中的詩歌變為哀號，必有許多屍首在各處拋棄，無人作聲。

到那日，我必建立大衛倒塌的帳幕。

19/8-23/8

俄 俄 耶和華說，到那日，我豈不從以東除滅智慧人？從以掃山除滅聰明人？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強暴，羞愧必遮

蓋你，你也必永遠斷絕。拿1-4 拿1-2 神差約拿去尼尼微傳審判信息，約拿逃往他施去躲避神，神興起風浪，他掉進海裡，神用大魚拯救他。

拿3-4 約拿到尼尼微傳審判信息，尼尼微舉國悔改，神不審判，約拿不悅，神用蓖麻樹教導神愛惜尼尼微人。

彌1-4 彌1-2 眾山必消化，諸谷必崩裂，都因雅各的罪過，以色列家的罪惡，他們貪圖田地就佔據，貪圖房屋便奪取。

彌3-5 首領為賄賂行審判；祭司為僱價施訓誨；先知為銀錢行占卜。他們卻說，耶和華不是在我們中間嗎？災禍

必不臨到我們。末後的日子，耶和華殿的山必堅立，萬民都要流歸這山。伯利恆必出一位掌權的，他必起

來，牧養他的羊群。

26/8-30/8

彌5-7 彌6-7 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神啊，有何神像

你，赦免罪孽；饒恕你產業之餘民的罪過，不永遠懷怒，喜愛施恩？

鴻1-3 鴻1-3 耶和華施報大有憤怒，他必以漲溢的洪水淹沒尼尼微，尼尼微現在空虛荒涼，人心消化，雙膝相碰；腰都

疼痛，臉都變色。都因那美貌的妓女多有淫行，慣行邪術，藉淫行誘惑列國，用邪術誘惑多族。哈1-2 哈1-3 哈巴谷質疑神為何看著奸惡不理，惡人吞滅比自己公義的，神為何靜默不語呢？神回答迦勒底人自高自大

，終得審判，惟義人因信得生。哈巴谷這才明白，縱然失去一切，也要因耶和華歡欣，因救我的神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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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9

哈3

番1-3 番1-3 西番雅宣告神必伸手攻擊猶大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也必從這地方剪除所剩下的巴力。世上遵守耶和華

典章的謙卑人哪，你們都當尋求耶和華！當那日，以色列所剩下的人必不作罪孽，而且吃喝躺臥，無人驚

嚇。該1-2 該1-2 耶和華責備百姓，這殿仍然荒涼，你們自己還住天花板的房屋嗎？你們要上山取木料，建造這殿，我就因

此喜樂，且得榮耀。這殿後來的榮耀必大過先前的榮耀，在這地方我必賜平安。

亞1-2 亞1-2 撒迦利亞呼召以色列民回轉悔改，神以異象啟示神看守猶大、猶大的仇敵必滅亡、耶路撒冷城將興旺。

9/9-13/9

亞3-12 亞3-4 大祭司約書亞脫去污穢的衣服，穿上華美的衣服。倚靠神的靈，聖殿必然建成。

亞5-6 犯罪的必按飛卷上的話除滅。飛行的量器，把罪惡帶到示拿地去。神以四車異象啟示要對付列國。金冠冕

必戴在大祭司約書亞的頭上，他要建造耶和華的殿，並擔負尊榮，坐在位上掌王權，又必在位上作祭司，

使兩職之間籌定和平。

亞7 你們這七十年，在五月、七月禁食悲哀，豈是絲毫向我禁食嗎？你們吃喝，不是為自己吃，為自己喝嗎？

亞8 耶和華回到錫安，要住在耶路撒冷中。耶路撒冷必稱為誠實的城，萬軍之耶和華的山必稱為聖山。

亞9 錫安的民哪，應當大大喜樂。看哪，你的王來到你這裏，他是公義的，並且施行拯救，謙謙和和地騎著驢

，就是騎著驢的駒子！亞10 我的怒氣向牧人發作；我必懲罰公山羊；因我萬軍之耶和華眷顧自己的羊群，就是猶大家，必使他們如駿

馬在陣上。

亞11 無用的牧人丟棄羊群，有禍了！刀必臨到他的膀臂和右眼上。他的膀臂必全然枯乾；他的右眼也必昏暗失

明。亞12 那日，我必定意滅絕來攻擊耶路撒冷各國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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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20/9

亞13-14 亞13 那日，必給大衛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開一個泉源，洗除罪惡與污穢。

瑪1-4 亞14 所有來攻擊耶路撒冷列國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來敬拜大君王萬軍之耶和華，並守住棚節。

瑪1 耶和華責備祭司將污穢的食物獻在的壇上，藐視神的名。

瑪2 祭司偏離正道，使許多人在律法上跌倒，廢棄神與利未所立的約。猶大人褻瀆耶和華所喜愛的聖潔，娶事

奉外邦神的女子為妻。

瑪3 耶和華必臨近你們，施行審判。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糧，以此試試我，是否

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與你們，甚至無處可容。瑪4 你們當記念我僕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為以色列眾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看哪，耶和華大而可

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亞到你們那裏去。

詩42-45 沒有撮要，請直接參閱經文

23/9-27/9

詩46-55 沒有撮要，請直接參閱經文

30/9-4/10

詩56-65 沒有撮要，請直接參閱經文

7/10-11/10

詩66-72 沒有撮要，請直接參閱經文

伯1-2 序言(1-2) 約伯敬畏神，蒙福賜福。神讓撒但攻擊約伯的兒女和他的身體，但約伯仍稱頌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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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18/10

伯3-12 約伯(3) 約伯極其痛苦，咒詛自己的生日，情願沒有出生過。

以利法(4-5) 以利法按他所得的默示，指約伯禍患臨到，是因他耕罪孽、種毒害。呼求神，祂也不會答應，唯有接受神

的懲治，才是有福的。

約伯(6-7) 約伯的煩惱比海沙更重，因全能者攻擊我，到何時才轉眼不看我呢？這樣灰心的人，他的朋友以詭詐待他

。約伯反問，他在何事上有錯。

比勒達(8) 比勒達按列祖查究的，事必有因，指約伯的兒女得罪了神，受報應，並勸勉他神必不丟棄完全人。

約伯(9-10) 約伯認為自己雖然有義，但神那麼威嚴，完全人和惡人，他都滅絕，你的手創造我，你還要毀滅我。

瑣法(11) 瑣法指神追討約伯的，比他罪孽該得的還少，要遠遠除掉手裏的罪孽，就必堅固，無所懼怕。

約伯(12-14) 約伯回答，自己的聰明，並非不及他們，知道在神有智慧和能力，他拆毀的，就不能再建造。請他們不要

作聲，因他要與全能者辯論，我知道自己有義，但你為何掩面、拿我當仇敵呢？

21/10-25/10

伯13-22 以利法(15) 以利法再次表明受神的默示和人生經驗啟迪，指出約伯的苦難是原於毒害、罪孽和心中的詭詐而遭神的懲

治。約伯(16-17) 約伯認為自己無罪，雖然受苦，但仍會持守真道，並堅信手潔的人要力上加力；而自己的朋友是沒有智慧

去辯論。

比勒達(18) 比勒達責備約伯硬著頸項說自己無罪，並用「難道大地為你見棄，磐石挪開原處麼?」；他用歷史經驗，敍

述惡人遭逢苦難而暗示約伯犯了嚴重的罪才受到懲治。

約伯(19) 約伯叱責他的朋友的言語殘忍，擾亂他的心和壓碎他；約伯力保聲名的清白，除歷史書記錄外，救贖主會

為他雪寃，即肉體已死，仍可與神面對面。

瑣法(20) 瑣法推論約伯受苦的原因是神公義的行為，即惡有惡報；並暗示約伯欺壓窮人和貪而無厭，所以神降下猛

烈的忿怒。

約伯(21) 約伯指出惡人不願曉得神的道，事事亨通，連兒孫也沾不到神的怒氣，這現象是否能解釋；不容有例外，

也不能說明例外是他的朋友的安慰變為"負重"。

以利法(22) 以行法認為人為神所造，人本正直良善；若行惡，神會注意。他指出約伯的苦難是因欺侮貧苦無告的人的

證據；而約伯只有悔改才能禍去福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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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0-1/11

伯23-32 約伯(23-24) 約伯堅持自己無辜，盼望在神面前把案件陳明；但找不到神，仍堅信神的考驗要試煉其變為精金，並仍呼

求神讓惡人飄去和受罰，才能證明自己沒有說謊。

比勒達(25) 比勒達指出神有治理之權，有威嚴可畏，祂無不公義；藉此暗示約伯犯罪嚴重，受苦難歸咎於約伯的罪孽

。約伯(26-27) 約伯認為神奪去他的理，並持守他的義，以致心必不責備；並堅信惡人不但死後無指望，患難時神不聽其

呼求，和會受神的忿怒。

約伯(28-31) 約伯說神奪去我的理，全能者使我心中愁苦，今非昔比，但我仍持定我的義，若我不義，願禍患臨到我。

以利戶(32-37) 以利戶指責約伯自以為義，不以神為義，神行事不需要向人解釋；若神不公平，豈可掌權麼？人若犯罪和

行惡，對神有何干呢？並藉此指出約伯的苦難是神的管教，令約伯離開罪孽轉回，才能度日亨通，歷年福

樂。

4/11-8/11

伯33-42 耶和華(38-42) 神用窮蒼、大自然、禽獸生活的奧妙見證自己的全能和慈愛，從而幫助約伯謙卑下來和攀登信心的高峰－

在苦難中仍依靠和仰望創造主。神要約伯的三友獻上燔祭，請約伯為他們祈禱，才獲神寬宥，而約伯得到

神加倍的賜福。

後記(42) 約伯為自己對神的愚昧認識而懊悔，神責備約伯三友對自己的議論不如約伯；神要約伯的三友獻上燔祭，

請約伯為他們祈禱，才獲神寬宥，而約伯得到神加倍的賜福。

11/11-15/11

箴1-10 箴1-2 箴言要使人智慧、仁義、公平、正直。敬畏耶和華是知識的開端。智慧責備人要回轉。智慧要救你脫離惡

道，救你脫離淫婦。

箴3-4 得智慧，得聰明的，這人便為有福。要持定訓誨，不可放鬆，必當謹守，因為她是你的生命。

箴5-7 你所行的道要遠離淫婦，不可就近她的房門，因為訓誨的責備是生命的道，能保你遠離惡婦，你的心不可

偏向淫婦的道，不要入她的迷途。

箴8-9 智慧呼叫：你們要會悟靈明，在耶和華造化的起頭，在太初創造萬物之先，就有了我。敬畏耶和華是智慧

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

18/11-22/11

箴11-20 沒有撮要，請直接參閱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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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1-29/11

箴21-30 沒有撮要，請直接參閱經文

2/12-6/12

箴31 箴31 利慕伊勒王的言語，是他母親教訓他的真言。君王的品格，才德的婦人的品格。

傳1-8 傳1-2 人一切的勞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勞碌，有甚麼益處呢？彎曲的，不能變直，缺少的，不能足數。人莫

強如吃喝，且在勞碌中享福，我看這也是出於神的手。

傳3-4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時。這樣看來，作事的人在他的勞碌上有甚麼益處呢？神這樣行，是要人

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我又見日光之下有奸惡、欺壓、嫉妒、孤單。

傳5-6 你到神的殿，要謹慎腳步，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開口，你只要敬畏神。我所見為善為美的，就是人在神賜

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勞碌得來的好處，因為這是他的分。

傳7-8 你要察看神的作為，因神使為曲的，誰能變為直呢？遇亨通的日子你當喜樂，遭患難的日子你當思想；因

為神使這兩樣並列，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後有甚麼事。

9/12-13/12

傳9-12 傳9-10 我又轉念，見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贏，力戰的未必得勝，智慧的未必得糧食，明哲的未必得貲財，靈

巧的未必得喜悅；所臨到眾人的，是在乎當時的機會。

傳11-12 早晨要撒你的種，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為你不知道哪一樣發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兩樣

都好。 這些事都已聽見了，總意就是敬畏神，謹守他的誡命，這是人所當盡的本分。

歌1-6 歌1:2-2:7 男女彼此表達戀慕之情，並彼此讚賞。

歌2:8-3:5 男子邀約女子，女子期待。女子在夜間尋索男子。

歌3:6-5:1 男子迎娶女子，與女子圓房，彼此欣賞對方的身體。

歌5:2-6:13 女子在夜間尋索男子，並彼此讚賞。

16/12-20/12

歌7-8 歌7-8 男子欣賞女子的身體，女子期待男子的愛情。

詩73-80 沒有撮要，請直接參閱經文

23/12-27/12

詩81-89 沒有撮要，請直接參閱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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