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週金句   2019年

日期 聖經章節 經文

01/06/19 以賽亞書54:10
大山可以挪開，小山可以遷移；但我的慈愛必不離開你，我平安的約也不遷移。」這是憐恤你的耶和華說
的。

01/13/19 下雪主日崇拜取消

01/20/19 羅馬書12:2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01/27/19 詩篇90:15 求你照著你使我們受苦的日子，和我們遭難的年歲，叫我們喜樂。

02/03/19 約翰一書5:12 人有了神的兒子就有生命，沒有神的兒子就沒有生命。

02/10/19 腓立比書1:27
只要你們行事為人與基督的福音相稱，叫我或來見你們，或不在你們那裡，可以聽見你們的景況,知道你
們同有一個心志，站立得穩，為所信的福音齊心努力。

02/17/19 馬太福音11:28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02/24/19 哥林多後書4:18 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所不見的是永遠的。

03/03/19 彼得前書2:9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　神的子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
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03/10/19 約翰福音16:33
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裡面有平安。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
世界。

03/17/19 約翰一書5:1 凡信耶穌是基督的、都是從　神而生。凡愛生他之　神的、也必愛從　神生的。

03/24/19
馬太福音 
7:13～14

13 你們要進窄門。因為引到滅亡，那門是寬的，路是大的，進去的人也多； 
14 引到永生，那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著的人也少。

03/31/19 約翰一書3:24
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裡面；神也住在他裡面。我們所以知道神住在我們裡面是因他所賜給我們的聖
靈。

04/07/19 羅馬書4:25
耶穌被交給人，是為我們的過犯；復活，是為叫我們稱義(或作：耶穌是為我們的過犯交付了，是為我們
稱義復活了)。

04/14/19 羅馬書10:9～10
9 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神叫他從死裡復活，就必得救。 
10 因為人心裡相信，就可以稱義；口裡承認，就可以得救。

04/21/19 使徒行傳26:18
我差你到他們那裡去，要叫他們的眼睛得開，從黑暗中歸向光明，從撒但權下歸向　神。又因信我，得蒙
赦罪，和一切成聖的人同得基業。

04/28/19 詩篇60:4 你把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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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5/19 彼得後書1:4 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分。

05/12/19 箴言31:30 艷麗是虛假的。美容是虛浮的。惟敬畏耶和華的婦女、必得稱讚。

05/19/19
馬太福音 
11:29～30

29 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 
30 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

05/26/19 傳道書3:14 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無所增添，無所減少。神這樣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

06/02/19 彌迦書6:8
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祂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　
神同行。

06/09/19 約翰一書4:6
我們是屬神的，認識神的就聽從我們；不屬神的就不聽從我們。從此我們可以認出真理的靈和謬妄的靈
來。

06/16/19 以弗所書6:4 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只要照著主的教訓和警戒養育他們。

06/23/19 加拉太書3:14 這便叫亞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穌可以臨到外邦人，使我們因信得著所應許的聖靈。

06/30/19 腓立比書2:3 凡事不可結黨，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只要存心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

07/07/19 詩篇27:10 我父母離棄我，耶和華必收留我。

07/14/19 彼得前書2:25 你們從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卻歸到你們靈魂的牧人監督了。

07/21/19 提摩太前書4:10 我們勞苦努力、正是為此．因我們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萬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

07/28/19 提摩太前書2:5 因為只有一位　神、在　神和人中間、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為人的基督耶穌。

08/04/19 以賽亞書53:5
哪知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壓傷。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
治。

08/11/19 何西阿書6:6 我喜愛良善，不喜愛祭祀；喜愛認識神，勝於燔祭。

08/18/19 羅馬書12:1
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
是理所當然的。

08/25/19 以賽亞書40:31 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

09/01/19
希伯來書 
5:13～14

13 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練仁義的道理，因為他是嬰孩； 
14 惟獨長大成人的才能吃乾糧；他們的心竅習練得通達，就能分辨好歹了。

09/08/19 約翰福音15:7 你們若常在我裏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裏面，凡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

09/15/19 彼得前书2:25 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

09/22/19 路加福音9:23 耶穌又對眾人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09/29/19 彼得後書2:5 神也沒有寬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臨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卻保護了傳義道的挪亞一家八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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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6/19 馬太福音20:28 正如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

10/13/19 哥林多後書4:18 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所不見的是永遠的。

10/20/19 約翰一書4:20 人若說:“我愛神,”卻恨他的弟兄，就是說謊話的；不愛他所看見的弟兄，就不能愛沒有看見的神。

10/27/19 約翰一書2:15 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裡面了。

11/03/19
帖撒羅尼迦前書5:16

～18
16 要常常喜樂。17 不住的禱告。18 凡事謝恩。因為這是　神在基督耶穌裡向你們所定的旨意。

11/10/19 路加福音9:23 23 耶穌又對眾人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11/17/19 馬太福音7:21 21 凡稱呼我主阿，主阿的人，不能都進天國；惟獨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進去。

11/24/19 彼得前書1:22 22 你們既因順從真理，潔凈了自己的心，以致愛弟兄沒有虛假，就當從心裏彼此切實相愛。

12/01/19 路加福音2:10、11
10 那天使對他們說：不要懼怕！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是關乎萬民的；11 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裡，為你
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

12/08/19 啓示錄4:11
11 的主，我們的神，你是配得榮耀、尊貴、權柄的，因為你創造了萬物，並且萬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創造
而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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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金句   2018年

日期 聖經章節 經文

01/07/18 申命記10:12
以色列阿，現在耶和華─你神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只要你敬畏耶和華─你的神，遵行他的道，愛他，盡
心盡性事奉他。

01/14/18 腓立比書3:8
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事，看作粪土，为
要得著基督。

01/21/18 啓示錄1:3 念這書上預言的和那些聽見又遵守其中所記載的，都是有福的，因為日期近了。

01/28/18 哥林多前書15:58
所以，我親愛的弟兄們，你們務要堅固，不可搖動，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為知道你們的勞苦，在主裡面
不是徒然的。

02/04/18 腓立比書3:13～14
13 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 
14 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

02/11/18 猶大書1:20～21
20 親愛的弟兄阿, 你們卻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聖靈裡禱告， 
21 保守自己常在神的愛中，仰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憐憫，直到永生。

02/18/18 詩篇1:2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

02/25/18 詩篇121:8 你出你入，耶和華要保護你，從今時直到永遠。

03/04/18 刮大風主日崇拜取消

03/11/18 哥林多後書1:20 神的應許，不論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藉著他也都是實在的，叫神因我們得榮耀。

03/18/18 約翰一書3:24
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裡面；神也住在他裡面。我們所以知道神住在我們裡面是因他所賜給我們的聖
靈。

03/25/18
腓立比書 
1:3～5

3 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4 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地祈求。5 因为从头一
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地兴旺福音。

04/01/18 哥林多前書15:14 若基督沒有復活，我們所傳的便是枉然，你們所信的也是枉然。

04/08/18 路加福音16:10 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義，在大事上也不義。

04/15/18 但以理書10:19
他說：大蒙眷愛的人哪，不要懼怕，願你平安！你總要堅強。他一向我說話，我便覺得有力量，說：我主
請說，因你使我有力量。

04/22/18 約翰福音20:21 耶穌又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們。

04/29/18 約翰福音8:24 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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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6/18 馬太福音23:11～12
11 你們中間誰為大，誰就要作你們的用人。 
12 凡自高的，必降為卑；自卑的，必升為高。

05/13/18 利未記11:44 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所以你們要成為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你們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穢自己。

05/20/18 路加福音24:47 並且人要奉他的名傳悔改、赦罪的道，從耶路撒冷起直傳到萬邦。

05/27/18 羅馬書15:13 但願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將諸般的喜樂、平安充滿你們的心，使你們藉著聖靈的能力大有盼望。

06/03/18 約翰一書3:18 小子們哪，我們相愛，不要只在言語和舌頭上，總要在行為和誠實上。

06/10/18 路加福音14:14 因為他們沒有甚麼可報答你。到義人復活的時候，你要得著報答。

06/17/18 詩篇73:1 神實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

06/24/18 耶利米書2:13 因為我的百姓做了兩件惡事，就是離棄我這活水的泉源，為自己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

07/01/18 馬太福音5:48 所以，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

07/08/18 使徒行傳2:46～47
46 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恆切的在殿裡，且在家中擘餅，存著歡喜、誠實的心用飯， 
47 讚美神，得眾民的喜愛。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

07/15/18 詩篇46:1 神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力量，是我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

07/22/18 路加福音16:9
我又告訴你們，要藉著那不義的錢財結交朋友，到了錢財無用的時候，他們可以接你們到永存的帳幕裡
去。

07/29/18 哥林多前書8:3 若有人愛神，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

08/05/18 詩篇111:10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聰明人。耶和華是永遠當讚美的！

08/12/18 馬太福音5:3 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08/19/18 詩篇84:5～7
5 靠你有力量、心中想往錫安大道的，這人便為有福！6 他們經過流淚谷，叫這谷變為泉源之地；並有秋
雨之福蓋滿了全谷。7 他們行走，力上加力，各人到錫安朝見神。

08/26/18 雅各書4:8 你們親近神，神就必親近你們。有罪的人哪，要潔淨你們的手！心懷二意的人哪，要清潔你們的心！

09/02/18 提摩太前書3:16
大哉，敬虔的奧祕！無人不以為然：就是神在肉身顯現，被聖靈稱義（或作：在靈性稱義），被天使看
見，被傳於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榮耀裡。

09/09/18 希伯來書13:5 你們存心不可貪愛錢財，要以自己所有的為足；因為主曾說：我總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

09/16/18 加拉太書5:16 我說，你們當順著聖靈而行，就不放縱肉體的情慾了。

09/23/18 約翰福音14:21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這人就是愛我的；愛我的必蒙我父愛他，我也要愛他，並且要向他顯現。

09/30/18 約翰福音5:24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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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18 哥林多前書2:2 因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

10/14/18 以弗所書3:21 但願他在教會中，並在基督耶穌裡，得著榮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阿們！

10/21/18 歌羅西書3:1 所以，你們若真與基督一同復活，就當求在上面的事；那裡有基督坐在神的右邊。

10/28/18 以弗所書3:21 但願他在教會中，並在基督耶穌裡，得著榮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阿們！

11/04/18 彼得前書2:21 你們蒙召原是為此；因基督也為你們受過苦，給你們留下榜樣，叫你們跟隨他的腳蹤行。

11/11/18
帖撒羅尼迦前書 

5:16～18
16 要常常喜樂，17 不住的禱告, 
18 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向你們所定的旨意。

11/18/18 羅馬書12:1
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
是理所當然的。

11/25/18 腓立比書4:6～7
6 應當一無罣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 
7 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12/02/18 雅各書5:16b 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12/09/18 馬太福音5:5 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

12/16/18 約翰福音6:27
不要為那必壞的食物勞力，要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勞力，就是人子要賜給你們的，因為人子是父神所印證
的。

12/23/18 路加福音2:10～11
10 那天使對他們說：「不要懼怕！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是關乎萬民的； 
11 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裡，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

12/30/18 馬可福音10:45 「因為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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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金句   2017年

日期 聖經章節 經文

01/01/17 羅馬書15:13 但願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將諸般的喜樂、 平安充滿你們的心，使你們藉著聖靈的能力大有盼望。

01/08/17  羅馬書10:9～10
9 你若又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10 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
以称义。又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01/15/17  加拉太書2:16
既知道人稱義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穌基督，連我們也信了基督耶穌，使我們因信基督稱義，不因行
律法稱義;因為凡有血氣的，沒有一人因行律法稱義。

01/22/17 馬太福音6:24)
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你們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瑪門
(瑪門：財利的意思)。

01/29/17  約翰福音5:19
耶穌對他們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子憑著自己不能做什麽，惟有看見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
的事，子也照樣做。

02/05/17
帖撒羅尼迦前書 

5:16～18
16 要常常喜乐，17 不住的祷告，18 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02/12/17  羅馬書5:20下 只是罪在那裡顯多，恩典就更顯多了。

02/19/17 腓立比書1:6 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裡動了善工的， 必成全這工，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 

02/26/17 腓立比書1:27
只要你們行事為人與基督的福音相稱，叫我或來見你們，或不在你們那裡，可以聽見你們的景況，知道你
們同有一個心志，站立得穩，為所信的福音齊心努力。

03/05/17  耶利米哀歌5:16 冠冕從我們的頭上落下;我們犯罪了，我們有禍了!

03/12/17  哥林多後書13:5
你們總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沒有，也要自己試驗。豈不知你們若不是可棄絕的，就有耶穌基督在你們心裡
麼？

03/19/17 哥林多前書12:3
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
的。

03/26/17 羅馬書12:1
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
是理所當然的。

04/02/17 啟示錄22:20 證明這事的說：“是了，我必快來！”阿們！主耶穌啊，我願你來！

04/09/17 約翰福音12:24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 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04/16/17 馬太福音28:6上 他不在這裡，照他所說的，已經復活了。

04/23/17 约翰壹书1:7 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 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7



04/30/17 詩篇123:2
看哪，僕人的眼睛怎樣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樣望主母的手，我們的眼睛也照樣望耶和華─我們的
神，直到他憐憫我們。 

05/07/17 彌迦書6:8
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 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
神同行。

05/14/17 提摩太後書1:5 想到你心裡無偽之信，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羅以和你母親 友尼基心裡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裡。

05/21/17 希伯來書13:5 你們存心不可貪愛錢財，要以自己所有的為足;因為主曾說: 我總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

05/28/17 腓立比書1:5 因為從頭一天直到如今，你們是同心合意的興旺福音。

06/04/17 羅馬書12:2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悦的旨意。

06/11/17 箴言3:5～6 5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 6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06/18/17 詩篇127:3 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 所懷的胎是他所給的賞賜。

06/25/17 箴言10:22 耶和華所賜的福使人富足，並不加上憂慮。

07/02/17 箴言3:5～6 5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 6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07/09/17 彼得前書4:10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作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

07/16/17 腓立比書1:21 因我活著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處。

07/23/17 馬太福音17:20
耶穌說：是因你們的信心小。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種，就是對這座山說：你從這
邊挪到那邊。他也必挪去；並且你們沒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

07/30/17 詩篇37:3～5
3 你當倚靠耶和華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實為糧; 4 又要以耶和華為樂，他就將你心裡所求的賜給
你。5 當將你的事交託耶和華，並倚靠他，他就必成全。

08/06/17 約翰壹書:2:15 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愛世界， 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裏面了。

08/13/17 羅馬書12:2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 叫你們察驗何為上帝的善良，純全可喜悦的旨意。

08/20/17 箴言21:5 殷勤籌劃的，足致豐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

08/27/17 詩篇111:10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 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聰明人。耶和華是永遠當讚美的！

09/03/17 加拉太書5:1 基督釋放了我們，叫我們得以自由。 所以要站立得穩，不要再被奴僕的軛挾制。

09/10/17 路加福音16:31 亞伯拉罕說：若不聽從摩西和先知的話， 就是有一個從死裡復活的，他們也是不聽勸。

09/17/17 箴言22:6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 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09/24/17 箴言4:23 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或譯:你要切切保守你心), 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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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17 哥林多後書6:2
因為他說：在悅納的時候，我應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現在正是悅納的時候；現在
正是拯救的日子。

10/08/17 路加福音22:44 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 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

10/15/17 腓立比書1:29 因為你們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並要為他受苦。

10/22/17 使徒行傳10:35 原來，各國中那敬畏主，行義的人都為主所悅納。

10/29/17 耶利米書29:11 耶和華説：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災禍的意念，要叫你們末後有指望。

11/05/17 箴言22:6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11/12/17 羅馬書11:36 因為萬有都是本於他，倚靠他，歸於他。願榮耀歸給他，直到永遠。阿們！

11/19/17 詩篇50:23 凡以感謝獻上為祭的便是榮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著我的救恩。

11/26/17 哥林多後書9:6 少種的少收，多種的多收，這話是真的。

12/03/17 馬太福音28:18～20
18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19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
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20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
界的末了。

12/10/17 路加福音2:10～11
10 那天使對他們說：不要懼怕! 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是關乎萬民的；11 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裡，為你
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

12/17/17 約伯記22:21 你要認識神，就得平安；福氣也必臨到你。

12/24/17 約翰福音14:6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12/31/17 路加福音2:12 你們要看見一個嬰孩，包著布，臥在馬槽裡，那就是記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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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金句   2016年

日期 聖經章節 經文

01/03/16 約書亞記1:9 
我豈沒有吩咐你麼。你當剛強壯膽。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因為你無論往那裡去，耶和華你的 神必與
你同在。

01/10/16 哥林多後書5:17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01/17/16 希伯來書5:9 他既得以完全，就為凡順從他的人，成了永遠得救的根源。

01/24/16 哥林多後書4:17 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01/31/16 彌迦書6:8
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
神同行。

02/07/16 加拉太書2:20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 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是因
信神的兒子而活;他是愛我，為我捨己。

02/14/16 約翰福音13:34～35
34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 
35 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02/21/16 馬太福音4:17 從那時候，耶穌就傳起道來，說：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

02/28/16 哥林多後書4:17 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03/06/16 使徒行傳2:46～47
46 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恆切的在殿裡，且在家中擘餅，存著歡喜、誠實的心用飯， 
47 讚美神，得眾民的喜愛。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

03/13/16 約翰壹書3:18 小子們阿，我們相愛，不要只在言語和舌頭上，總要在行為和誠實上。

03/20/16 約翰福音4:23～24
時候將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靈和誠實拜他，因為父要這樣的人拜他。神是個靈，所以
拜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他。

03/27/16 馬可福音16:6 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

04/03/16 哥林多前書3:6～7
6 我栽種了，亞波羅澆灌了，惟有神叫他生長。 
7 可見栽種的，算不得甚麼，澆灌的，也算不得甚麼；只在那叫他生長的神。

04/10/16 哥林多前書3:16～17
16 豈不知你們是神的殿，神的靈住在你們裡頭麼？ 
17 若有人毀壞神的殿，神必要毀壞那人；因為神的殿是聖的，這殿就是你們。

04/17/16 約翰福音12:24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 仍旧是一粒， 若是死了, 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04/24/16 約翰壹書3:18 小子們哪，我們相愛，不要只在言語和舌頭上，總要在行為和誠實上。

10



05/01/16 以弗所書4:11～13
11 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12 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
身體，13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

05/08/16 約翰福音16:23～24
23 到那日,你們甚麼也就不問我了。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你們若向父求甚麼,他必因我的名賜給你們。
24 向來你們沒有奉我的名求甚麼，如今你們求，就必得著，叫你們的喜樂可以滿足。

05/15/16 馬可福音10:15 我實在告訴你們，凡要承受 神國的，若不像小孩子，斷不能進去。

05/22/16 歌羅西書1:10 好叫你們行事為人對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悅，在一切善事上結果子，漸漸的多知道神；

05/29/16 約翰福音13:34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 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

06/05/16 約翰壹書1:9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

06/12/16 約翰壹書4:10 不是我們愛神，乃是神愛我們，差他的兒子，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這就是愛了。

06/19/16 約翰福音12:26 若有人服事我，就當跟從我；我在哪裡，服事我的人也要在那裡；若有人服事我，我父必尊重他。

06/26/16 以弗所書4:2～3 2 凡事謙虛、溫柔、忍耐, 用愛心互相寬容, 3 用和平彼此聯絡, 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

07/03/16 約翰福音14:23～24
23 耶穌回答說:人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愛他，並且我們要到他那裡去，與他同住。  
24 不愛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們所聽見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來之父的道。

07/10/16 約翰壹書3:18 小子們哪，我們相愛，不要只在言語和舌頭上，總要在行為和誠實上。

07/17/16 羅馬書8:33～34
33 誰能控告神所揀選的人呢?有神稱他們為義了，  
34 誰能定他們的罪呢?有基督耶穌已經死了，而且從死裡復活，現今在神的右邊，也替我們祈求。

07/24/16 歌罗西书2:7a 在他裡面生根建造，信心堅固，

07/31/16 哥林多前書1:22～25
22 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23 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 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
人为愚拙。24 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25 因神的愚拙总
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

08/07/16 約翰壹書2:9 人若說自己在光明中，卻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還是在黑暗裡。

08/14/16 以弗所書4:11～13
11 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12 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
身體，13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

08/21/16 箴言22:6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08/28/16 希伯來書11:6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神，且信他賞賜那尋求他的人。

09/04/16 彼得前書1:13～15
13 所以要約束你們的心，謹慎自守，專心盼望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所帶來給你們的恩。14 你們既作順命
的兒女，就不要效法從前蒙昧無知的時候那放縱私慾的樣子。15 那召你們的既是聖潔，你們在一切所行
的事上也要聖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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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1/16 猶大書20～21
20 親愛的弟兄阿，你們卻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聖靈裡禱告， 
21 保守自己常在神的愛中，仰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憐憫，直到永生。

09/18/16 路加福音16:10 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義，在大事上也不義。

09/25/16 詩篇128:1 凡敬畏耶和華，遵行他道的人便為有福！

10/02/16 詩篇34:8 你們要嘗嘗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

10/09/16 雅各書4:8 你們親近神，神就必親近你們。有罪的人哪，要潔淨你們的手！心懷二意的人哪，要清潔你們的心！

10/16/16 箴言3:5～6 5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6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10/23/16 約伯記22:21 你要認識神，就得平安；福氣也必臨到你。

10/30/16 箴言9:10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就是聰明。

11/06/16 歌羅西書3:12～14
12 所以，你們既是神的選民，聖潔蒙愛的人，就要存（原文作穿；下同）憐憫、恩慈、謙虛、溫柔、忍
耐的心。13 倘若這人與那人有嫌隙，總要彼此包容，彼此饒恕；主怎樣饒恕了你們，你們也要怎樣饒恕
人。14 在這一切之外，要存著愛心，愛心就是聯絡全德的。

11/13/16 啓示錄19:15～16
15 有利劍從他口中出來，可以擊殺列國。他必用鐵杖轄管他們，並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醡。 
16 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寫著說：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11/20/16 阿摩司書3:3 二人若不同心，豈能同行呢？

11/27/16
帖撒羅尼迦前書 

5:16～18
16 要常常喜樂，17 不住的禱告，18 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向你們所定的旨意。

12/04/16 馬可福音12:30～31
30 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神。 
31 其次就是說：要愛人如己。再沒有比這兩條誡命更大的了。

12/11/16 哥林多前書13:13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

12/18/16 馬太福音1:23 必有童女懷孕生子；人要稱他的名為以馬內利。(以馬內利翻出來就是神與我們同在。)

12/25/16 路加福音2:10～11
10 那天使對他們說：不要懼怕！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是關乎萬民的； 
11 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裡，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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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聖經章節 經文

05/10/15 箴言31:28～29 28 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29 说，才德的女子很多，惟独你超过一切。

05/17/15 以西結書33:11上 你對他們說，主耶和華說：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斷不喜悅惡人死亡，惟喜悅惡人轉離所行的道而活。          

05/24/15 傳道書12:1 你趁著年幼,衰敗的日子尚未來到,就是你所說，我毫無喜樂的那些年日未曾臨近之先，當記念造你的主。 

05/31/15 創世紀33:4 以掃跑來迎接他，將他抱住，又摟著他的頸項與他親嘴，兩個人就哭了。

06/07/15 以西結書11:19 主要使我們有合一的心，也要將新靈放在我們裏面，又從我們肉體中除掉石心，賜給我們肉心。

06/14/15 使徒行傳11:21 主與他們同在，信而歸主的人就很多了。

06/21/15 箴言17:6 子孫為老人的冠冕；父親是兒女的榮耀。

06/28/15 提摩太前書3:15下 這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會，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07/05/15 箴言6:23 因為誡命是燈，法則(或譯:指教)是光，訓誨的責備是生命的道。

07/12/15 以賽亞書43:7 就是凡稱為我名下的人，是我為自己的榮耀創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

07/19/15 約翰福音15:6 人若不常在我裏面，就像枝子丟在外面枯乾，人拾起來，扔在火裏燒了。

07/26/15 使徒行傳14:22 堅固門徒的心，勸他們恆守所信的道，又說：我們進入神的國，必須經歷許多苦難。

08/02/15 申命記11:16 你們要謹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離正路，去事奉敬拜別神。

08/09/15 哥林多後書8:5 並且他們所做的，不但照我們所想望的，更照　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獻給主，又歸附了我們。

08/16/15 箴言27:5～6 5 當面的責備強如背地的愛情。6 朋友加的傷痕出於忠誠；仇敵連連親嘴卻是多餘。

08/23/15 以弗所書1:17 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榮耀的父，將那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賞給你們，使你們真知道他。

08/30/15 羅馬書8:13 你們若順從肉體活著，必要死；若靠著聖靈治死身體的惡行，必要活著。

09/06/15 約翰福音15:15
以後我不再稱你們為僕人，因僕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稱你們為朋友；因我從我父所聽見的，已經
都告訴你們了。

09/13/15 詩篇27:4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華，我仍要尋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瞻仰他的榮美，在他的殿裏求
問。

09/20/15 彌迦書6:8
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　
神同行。

09/27/15 民數記20:12
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
赐给他们的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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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15 約翰福音15:10 你們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愛裡，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愛裡。

10/11/15 哥林多前書1:27～29
27 神卻揀選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揀選了世上軟弱的，叫那強壯的羞愧。 
28 神也揀選了世上卑賤的，被人厭惡的，以及那無有的，為要廢掉那有的， 
29 使一切有血氣的，在　神面前一個也不能自誇。

10/18/15 馬太福音7:21 凡稱呼我主阿，主阿的人不能都進天國；惟獨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進去。

10/25/15 以弗所書1:17 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榮耀的父，將那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賞給你們，使你們真知道他。

11/01/15 馬太福音22:37 耶穌對他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

11/08/15 馬太福音5:3 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11/15/15 路加福音5:5 西門說，夫子，我們整夜勞力，並沒有打著甚麼。但依從你的話，我就下網。

11/22/15 帖撒羅尼迦前書5:18 凡事谢恩。因为这是　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11/29/15 以賽亞書43:18 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记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

12/06/15 約翰福音4:24 神是个灵，〔或无个字〕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12/13/15 馬太福音6:21 因為你的財寶在哪裡，你的心也在那裡。

12/20/15 以弗所書2:13 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

12/27/15 約翰福音3:16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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