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基督之家第五家

聖經背誦表
主題：活出生命正能量
一月份：真愛的力量 – 使生命無私
1/7-13

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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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20

申 7:7 耶和華專愛你們，揀選你們，並非因
你們的人數多於別民，原來你們的人數在萬
民中是最少的。

1/21-27

1/28-2/3

耶 31:3 古時耶和華向以色列顯現，說：『我
以永遠的愛愛你，因此我以慈愛吸引你。』
林前 13:13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
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

三月份：知足的力量 – 使生命無求
3/4-10

箴 19:23 敬畏耶和華的得著生命，他必恆久
知足，不遭禍患。

5/6-12

徒 2:46 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恆切地在殿裡，且
在家中掰餅，存著歡喜、誠實的心用飯。

3/11-17

腓 4:11 我並不是因缺乏說這話，我無論在什
麼景況都可以知足，這是我已經學會了。

5/13-19

詩 51:6 你所喜愛的是內裡誠實，你在我隱密
處必使我得智慧。

3/18-24

詩 103:5 他用美物使你所願的得以知足，以
致你如鷹返老還童。

5/20-26

3/25-31

提前 6:6-8 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
利了。因為我們沒有帶什麼到世上來，也不
能帶什麼去。只要有衣有食，就當知足。

腓 2:15 使你們無可指摘，誠實無偽，在這彎
曲悖謬的世代做神無瑕疵的兒女。你們顯在
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

5/27-6/2

路 8:15 那落在好土裡的，就是人聽了道，持
守在誠實善良的心裡，並且忍耐著結實。

四月份：謙卑的力量 – 使生命無愧
4/1-7

彼前 5:5 你們年幼的，也要順服年長的。就
是你們眾人也都要以謙卑束腰，彼此順服，
因為「神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
人」。

4/8-14

賽 57:15 因為那至高至上，永遠長存，名為
聖者的如此說：「我住在至高至聖的所在，
也與心靈痛悔、謙卑的人同居，要使謙卑人
的靈甦醒，也使痛悔人的心甦醒。

二月份：寬恕的力量 – 使生命無恨
2/4-10

路 23:34 當下耶穌說：「父啊，赦免他們！
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兵丁就拈鬮
分他的衣服。

2/11-17

2/18-24

2/25-3/3

4/15-21

詩 10:17 耶和華啊，謙卑人的心願你早已知
道，你必預備他們的心，也必側耳聽他們的
祈求。

箴 19:11 人有見識就不輕易發怒，寬恕人的
過失便是自己的榮耀。

4/22-28

可 11:25 你們站著禱告的時候，若想起有人
得罪你們，就當饒恕他，好叫你們在天上的
父也饒恕你們的過犯。

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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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5/5

太 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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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 6:14-15 你們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
也必饒恕你們的過犯。你們不饒恕人的過
犯，你們的天父也必不饒恕你們的過犯。

五月份：誠實的力量 – 使生命無畏

六月份：節制的力量 – 使生命無誤
6/3-9

林前 9:25 凡較力爭勝的，諸事都有節制。他
們不過是要得能壞的冠冕，我們卻是要得不
能壞的冠冕。

6/10-16

提前 3:2 做監督的，必須無可指責，只做一
個婦人的丈夫，有節制，自守，端正，樂意
接待遠人，善於教導。

6/17-23

多 2:2 勸老年人要有節制，端莊，自守，在
信心、愛心、忍耐上都要純全無疵。

6/24-30

彼後 1:6 有了知識，又要加上節制；有了節
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
敬；

七月份：喜樂的力量 – 使生命無慮
7/1-7

箴 17:22 喜樂的心乃是良藥，憂傷的靈使骨
枯乾。

7/8-14

尼 8:10 又對他們說：「你們去吃肥美的，喝
甘甜的，有不能預備的就分給他，因為今日
是我們主的聖日。你們不要憂愁，因靠耶和
華而得的喜樂是你們的力量。」

7/15-22

約 15:11 這些事我已經對你們說了，是要叫
我的喜樂存在你們心裡，並叫你們的喜樂可
以滿足。

7/23-29

哈 3:18 然而我要因耶和華歡欣，因救我的神
喜樂。

7/30-8/4

雅 1:2 我的弟兄們，你們落在百般試煉中，
都要以為大喜樂。

八月份：和好的力量 – 使生命無鬱
8/5-11

羅 5:10 因為我們做仇敵的時候，且藉著神兒
子的死得與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
的生得救了。

8/12-18

太 5:24 就把禮物留在壇前，先去同弟兄和
好，然後來獻禮物。

8/19-25

箴 16:7 人所行的若蒙耶和華喜悅，耶和華也
使他的仇敵與他和好。

8/26-9/1

林後 5:18 一切都是出於神，他藉著基督使我
們與他和好，又將勸人與他和好的職分賜給
我們。

九月份：溫柔的力量 – 使生命無敵
9/2-8

雅 1:21 所以，你們要脫去一切的汙穢和盈餘
的邪惡，存溫柔的心領受那所栽種的道，就
是能救你們靈魂的道。

9/9-15

加 6:1 弟兄們，若有人偶然被過犯所勝，你
們屬靈的人就當用溫柔的心把他挽回過來；
又當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誘。

9/16-22

箴 15:1 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語暴戾觸動怒
氣。

9/23-29

提後 2:25 用溫柔勸誡那抵擋的人，或者神給
他們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

彼前 3:15 只要心裡尊主基督為聖。有人問你
9/30-10/6 們心中盼望的緣由，就要常做準備，以溫
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

十月份：奉獻的力量 – 使生命無價
10/7-13

代上 29:14 我算什麼，我的民算什麼，竟能
如此樂意奉獻？因為萬物都從你而來，我們
把從你而得的獻給你。

10/14-20

彼前 2:5 你們來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
建造成為靈宮，做聖潔的祭司，藉著耶穌基
督奉獻神所悅納的靈祭。

10/21-27

羅 12:1 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
將身體獻上，當做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
喜悅的，你們如此侍奉乃是理所當然的。

詩 50:23 凡以感謝獻上為祭的，便是榮耀
10/28-11/3 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著我的救
恩。

十一月份：盼望的力量 – 使生命無悔
11/4-10

彼前 1:3 願頌讚歸於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
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憐憫，藉著耶穌基督從
死裡復活，重生了我們，叫我們有活潑的盼
望。

11/11-17

箴 10:28 義人的盼望必得喜樂，惡人的指望
必致滅沒。

11/18-24

多 3:7 好叫我們因他的恩得稱為義，可以憑
著永生的盼望成為後嗣。
西 1:27 神願意叫他們知道，這奧祕在外邦人

11/25-12/1 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就是基督在你們心裡

成了有榮耀的盼望。

十二月份：感恩的力量 – 使生命無怨
12/2-8

弗 5:20 凡事要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常常感
謝父神。

12/9-15

拿 2:9 但我必用感謝的聲音獻祭於你，我所
許的願我必償還。救恩出於耶和華！

12/16-22

西 3:17 無論做什麼，或說話或行事，都要奉
主耶穌的名，藉著他感謝父神。

12/23-29

詩 50:14 你們要以感謝為祭獻於神，又要向
至高者還你的願。
來 12:28 所以，我們既得了不能震動的國，

12/30-1/5 就當感恩，照神所喜悅的，用虔誠、敬畏的

心侍奉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