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週 讀經進度 QT 日期 週 讀經進度 QT
2020.09.01 週二 羅15 羅 15:1-7 2020.10.01 週四 林後1 林後 1:12-22

2020.09.02 週三 羅16 羅 16:17-24 2020.10.02 週五 林後2 林後 2:14-17

2020.09.03 週四 士1-2 士 2:1-5 2020.10.03 週六 林後3 林後 3:6-18

2020.09.04 週五 士3 士 3:1-11 2020.10.04 週日 林後4 林後 4:7-18

2020.09.05 週六 士4-5 士 4:4-16 2020.10.05 週一 林後5 林後 5:14-21

2020.09.06 週日 士6 士 6:36-40 2020.10.06 週二 林後6 林後 6:3-13

2020.09.07 週一 士7 士 7:7-15 2020.10.07 週三 林後7 林後 7:5-11

2020.09.08 週二 士8 士 8:22-27 2020.10.08 週四 林後8 林後 8:7-15

2020.09.09 週三 士9 士 9:50-57 2020.10.09 週五 林後9 林後 9:6-15

2020.09.10 週四 士10-11 士 10:6-14 2020.10.10 週六 林後10 林後 10:1-8

2020.09.11 週五 士12-13 士 13:13-23 2020.10.11 週日 林後11 林後 11:4-15

2020.09.12 週六 士14-15 士 15:14-20 2020.10.12 週一 林後12 林後 12:1-10

2020.09.13 週日 士16 士 16:23-31 2020.10.13 週二 林後13 林後 13:3-10

2020.09.14 週一 士17-18 士 18:18-31 2020.10.14 週三 得1-2 得 1:16-22

2020.09.15 週二 士19 士 19:22-30 2020.10.15 週四 得3-4 得 4:11-17

2020.09.16 週三 士20 士 20:26-35 2020.10.16 週五 撒上1 撒上 1:10-20

2020.09.17 週四 士21 士 21:1-15 2020.10.17 週六 撒上2 撒上 2:27-36

2020.09.18 週五 林前1-2 林前 1:21-31 2020.10.18 週日 撒上3-4 撒上 3:10-21

2020.09.19 週六 林前3 林前 3:8-15 2020.10.19 週一 撒上5-6 撒上  6:13-21

2020.09.20 週日 林前4 林前 4:14-21 2020.10.20 週二 撒上7 撒上  7:2-12

2020.09.21 週一 林前5-6 林前 6:11-20 2020.10.21 週三 撒上8 撒上 8:1-9

2020.09.22 週二 林前7 林前 7:10-16 2020.10.22 週四 撒上9-10 撒上 10:1-8

2020.09.23 週三 林前8-9 林前 9:19-27 2020.10.23 週五 撒上11-12 撒上 12:14-25

2020.09.24 週四 林前10 林前 10:23-33 2020.10.24 週六 撒上13-14 撒上 13:6-14

2020.09.25 週五 林前11 林前 11:23-34 2020.10.25 週日 撒上15 撒上 15:10-23

2020.09.26 週六 林前12 林前 12:23-31 2020.10.26 週一 撒上16 撒上 16:1-13

2020.09.27 週日 林前13 林前 13:4-13 2020.10.27 週二 撒上17 撒上 17:26-36

2020.09.28 週一 林前14 林前 14:12-22 2020.10.28 週三 撒上18-19 撒上 18:1-9

2020.09.29 週二 林前15 林前 15:51-58 2020.10.29 週四 撒上20 撒上 20:8-17

2020.09.30 週三 林前16 林前 16:1-14 2020.10.30 週五 撒上21-22 撒上 21:1-9

2020.10.31 週六 撒上23-24 撒上 24: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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