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聖經章節

序文
聖經記載上帝的話語，如耶穌所說的，它就是「靈與生命。」（約翰福音 6:63）這些賜予人
生命的話語表達上帝對我們每個人的意念，並對我們顯示祂對世人的整個計劃。
如果你尚不熟悉聖經的話，那麼閱讀《主要聖經章節》，將可以幫助你快速且容易地找到上
帝對三十五項有關基督信仰基礎之主題的看法。本書乃為聖經最重要教導之精華。
如果你已經對聖經熟悉的話，那麼《主要聖經章節》將可以幫助你複習上帝的聖言對這些重
要主題的說法。而如果你已經習慣記背聖經章節，或是你有興趣想開始這麼做的話，那麼本
書包含有許多最為人喜歡的聖經章節。同時，當你與他人分享你對耶穌的信仰，或協助他們
從上帝的話語中找到問題的答案時，你會發現《主要聖經章節》是個極佳的工具。
本書的聖經章節係摘自聖經和合本版。
救恩
 約翰福音 1:12 凡接待祂的，就是信祂名的人，祂就賜他們權柄，作上帝的兒女。
 約翰福音 3:3 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上帝的國。
 約翰福音 3:16 上帝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
亡，反得永生。
 約翰福音 3:36 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著永生，上帝的震怒常在他身上。
 約翰福音 6:37 凡父所賜給我的人，必到我這裡來，到我這裡來的，我總不丟棄他。
 約翰福音 10:28 我又賜給他們永生，他們永不滅亡，誰也不能從我手裡把他們奪
去。
 約翰福音 14:6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加福音、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
到父那裡去。」
 使徒行傳 16:31 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羅馬書 3:23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上帝的榮耀。
 羅馬書 6:23 因為罪的工價乃是死，惟有上帝的恩賜，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乃是
永生。
 羅馬書 10:9,10 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上帝叫祂從死裡復活，就必得救，因
為人心裡相信，就可以稱義，口裡承認，就可以得救。
 哥林多後書 5:17 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以弗所書 2:8,9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上帝所賜
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
 提多書 3:5a 祂便救了我們，並不是因我們自己所行的義，乃是照祂的憐憫，藉著重
生的洗，和聖靈的更新。
 約翰一書 5:12,13 人有了的兒子就有生命，沒有上帝的兒子就沒有生命。我將這些
話寫給你們信奉上帝兒子之名的人，要叫你們知道自己有永生。
 啟示錄 3:20 看哪，我站在門外叩門，若有聽見我聲音就開門的，我要進到他那裏
去，我與他他與我一同坐席。

上帝的兒子─耶穌基督
 約翰福音 1:1,14 太初有道，道與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
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祂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
 約翰福音 3:17 因為上帝差祂的兒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祂得
救。
 約翰福音 10:11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
 約翰福音 15:13 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
 使徒行傳 10:38 上帝以聖靈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穌，祂周流四方行善事，醫好凡
被魔鬼壓制的人，因為上帝與祂同在。
 羅馬書 5:8 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上帝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
了。
聖靈
 路加福音 11:13 你們雖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東西給兒女，何況天父，豈不更將聖
靈給求祂的人嗎？
 約翰福音 7:38,39a 信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耶穌
這話是指信祂之人，要受聖靈說的。
 約翰福音 14:26 但保惠師，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來的聖靈，祂要將一切的事，指
教你們，並且要叫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話。
 約翰福音 16:13 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祂要引導你們明白一切的真理，因為祂不是
憑自己說的，乃是把祂所聽見的都說出來，並要把將來的事告訴你們。
 使徒行傳 1:8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加福音撒
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使徒行傳 2:17,18 上帝說：「在末後的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你們的
兒女要說預言，你們的少年人要見異象，老年人要作異夢。在那些日子，我要將我的
靈澆灌我的僕人和使女，他們就要說預言。」
 使徒行傳 4:31b 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放膽講論上帝的道。
 使徒行傳 5:32 我們為這事作見證，上帝賜給順從之人的聖靈，也為這事作見證。
 哥林多後書 3:17 主就是那靈，主的靈在那裡，那裡就得以自由。
上帝的聖言
 約書亞記 1:8 這律法書不可離開你的口，總要晝夜思想，好使你謹守遵行這書上所
寫的一切話。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順利。
 約伯記 23:12b 我看重祂口中的言語，過於我需用的飲食。
 詩篇 119:11 我將您的話藏在心裡，免得我得罪您。
 詩篇 119:89 耶和華啊，您的話安定在天，直到永遠。
 詩篇 119:105 您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





耶利米書 15:16a 我得著您的言語，就當食物吃了。
馬太福音 4:4 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裡所出的一切話。
馬太福音 24:35 天地要廢去，我的話卻不能廢去。
約翰福音 6:63 叫人活的乃是靈，肉體是無益的，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就是






生命。
約翰福音 8:31,32 你們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門使徒行傳。你們必曉得真
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
羅馬書 10:17 可見信心是從聽道來的，聽道是從上帝的話來的。
提摩太後書 2:15 你當竭力在上帝面前得蒙喜悅，作無愧的工人，按著正意分解真理
的道。
提摩太後書 3:16 聖經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

都是有益的。
 彼得前書 2:2 要愛慕那純淨的靈奶，像才生的嬰孩愛慕奶一樣，叫你們因此漸長。
 彼得後書 1:21 因為預言從來沒有出於人意的，乃是人被聖靈感動說出上帝的話來。
禱告
 詩篇 66:18,19 我若心裡注重罪孽，主必不聽。但上帝實在聽見了，祂側耳聽了我禱
告的聲音。
 耶利米書 29:13 你們尋求我，若專心尋求我，就必尋見。
 耶利米書 33:3 你求告我，我就應允你，並將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難的事指示你。
 馬太福音 7:7,8 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因為
凡祈求的，就得著；尋找的，就尋見；叩門的，就給他開門。
 馬太福音 18:19 若是你們中間有兩個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麼事，我在天上的





父，必為他們成全。
馬可福音 11:24 凡你們禱告祈求的，無論是什麼，只要信是得著的，就必得著。
約翰福音 16:23b 你們若向父求什麼，祂必因我的名，賜給你們。
雅各書 1:6,7 只要憑信心求，一點不疑惑，因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
風吹動翻騰。這樣的人，不要想從主那裡得什麼。
雅各書 4:2b 你們得不著，是因為你們不求。

 約翰一書 3:22 並且我們一切所求的，就從祂得著，因為我們遵守祂的命令，行祂所
喜悅的事。
 約翰一書 5:14b 我們若照祂的旨意求什麼，祂就聽我們。
信心
 約伯記 13:15b 雖然祂殺我，我仍信靠祂。
 箴言 3:5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
 馬太福音 9:29b 照著你們的信心給你們成全了吧。
 馬可福音 9:23 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羅馬書 4:20,21 他仰望上帝的應許，總沒有因不信，心裡起疑惑，反倒因信，心裡
得堅固，將榮耀歸給上帝。且滿心相信，上帝所應許的必能作成。
 羅馬書 10:17 信心是從聽道來的，聽道是從上帝的話來的。
 哥林多後書 5:7 因我們行事為人是憑著信心，不是憑著眼見。
 希伯來書 10:35 所以你們不可丟棄你們的信心，存這樣的心必得大賞賜。
 希伯來書 10:38a 只是義人必憑信心生活。
 希伯來書 11:1,6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人非有信，就不能得
上帝的喜悅，因為到上帝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上帝，且信祂賞賜那尋求祂的人。

 約翰一書 5:4b 使我們勝了世界的，就是我們的信心。
愛
 馬太福音 7:12 所以無論何事，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因為這
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馬太福音 22:37-39 耶穌對他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上帝。這是誡命
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倣，就是要愛人如己。」







約翰福音 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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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福音 15:12 你們要彼此相愛，像我愛你們一樣，這就是我的命令。
哥林多前書 13:8a 愛是永不止息（永不會失敗）。
哥林多前書 16:14 凡你們所作的，都要憑愛心而作。
彼得前書 4:8 最要緊的是彼此切實相愛，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的罪。
約翰一書 3:16 主為我們捨命，我們從此就知道何為愛，我們也當為弟兄捨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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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一書 4:8 沒有愛心的，就不認識上帝，因為上帝就是愛。
 （請閱「愛之章」：哥林多前書第 13 章）
寬恕
 馬太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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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弗所書 4:32 你們要以恩慈相待，存憐憫的心，彼此饒恕，正如上帝在基督裡（因
祂之故）饒恕了你們一樣。
 約翰一書 1:9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
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
我們和上主的關係
 詩篇 111:10a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
 箴言 8:17 愛我的，我也愛他﹔懇切尋求我的，必尋得見。
 馬太福音 11:28-30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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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
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
 馬太福音 22:37,38 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上帝。
 約翰福音 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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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林多後書 6:16b 你們是永生上帝的殿，就如上帝曾說：「我要在他們中間居住，在
他們中間來往，我要作他們的上帝，他們要作我的子民」。
 以弗所書 5:30 我們是祂身上的肢體，就是祂的骨、祂的肉。
 雅各書 4:8a 你們親近上帝，上帝就必親近你們。
聯誼
 詩篇 133:1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傳道書 4:9,10 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因為二人勞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這
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沒有別人扶起他來，這人就有禍了。
 馬太福音 18:20 因為無論在那裡，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那裡就有我在他們中
間。
 約翰一書 1:7a 我們若在光明中行，如同上帝在光明中，我們彼此之間就有聯誼了。
作見證
 箴言 11:30 義人所結的果子，就是生命樹，贏得靈魂的人是智慧人。
 但以理書 12:3 智慧人必發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歸義的，必發光如星，直到
永永遠遠。
 馬太福音 4:19 來跟從我，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
 馬太福音 5:14-16 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人點燈，不放在
斗底下，是放在燈臺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
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
 馬太福音 9:37-38 於是祂對門徒說：「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
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祂的莊稼。」
 馬可福音 8:38 凡在這淫亂罪惡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當作可恥的，人子在祂父的榮
耀裡，同聖天使降臨的時候，也要把那人當作可恥的。
 馬可福音 16:15 祂又對他們說：「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
 約翰福音 15:16a 不是你們揀選了我，是我揀選了你們，並且分派你們去結果子，叫
你們的果子常存。
 哥林多前書 9:16 我傳福音原沒有可誇的，因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傳福音，我便有
禍了！
 提摩太後書 2:23 惟有那愚拙無學問的辯論，總要棄絕，因為知道這等事是起爭競
的。
 提摩太後書 4:2 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並用百般的忍耐，各樣的
教訓，責備人、警戒人、勸勉人。
 彼得前書 3:15b 有人問你們心中盼望的緣由，就要常作準備，以溫柔敬畏的心回答
各人。
給予
 箴言 3:27,28 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辭，就當向那應得的人施行。你那裡若
有現成的，不可對鄰舍說：「去吧，明天再來，我必給你。」
 箴言 11:24,25 有施散的，卻更增添，有吝惜過度的，反致窮乏。好施捨的，必得豐
裕，滋潤人的，必得滋潤。
 箴言 19:17 憐憫貧窮的，就是借給耶和華，他的善行，耶和華必償還。
 路加福音 6:38 你們要給人，就必有給你們的，並且用十足的升斗，連搖帶按，上尖
下流的，倒在你們懷裡，因為你們用什麼量器量給人，也必用什麼量器量給你們。
 使徒行傳 20:35b 施比受更為有福。
 哥林多後書 9:6,7 少種的少收，多種的多收，這話是真的。各人要隨本心所酌定
的，不要作難，不要勉強﹔因為給得樂意的人，是上帝所喜愛的。
 約翰一書 3:17,18 凡有世上財物的，看見弟兄窮乏，卻塞住憐恤的心，愛上帝的心

怎能存在他裡面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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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知道上帝的旨意
 詩篇 32:8 我要教導你，指示你當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勸戒你。
 詩篇 119:130 您的言語一解開，就發出亮光，使愚人通達。
 詩篇 143:8b 求您使我知道當行的路，因我的心仰望您。
 箴言 3:6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祂，祂必指引你的路。
 箴言 15:22 不先商議，所謀無效。謀士眾多，所謀乃成。
 以賽亞書 30:21 當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聽見後邊有聲音說：「這是正路，要行在
其間。」
 路加福音 22:42 父啊，您若願意，就把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
就您的意思。
 羅馬書 12:1,2 所以弟兄們，我以上帝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
潔的、是上帝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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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服從上帝
 約伯記 36:11 他們若聽從事奉祂，就必度日亨通，歷年福樂。





約翰福音 13:17 你們既知道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
約翰福音 14:15 你們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約翰福音 15:14 你們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
以弗所書 6:6 不要只在眼前事奉，像是討人喜歡的，要像基督的僕人，從心裡遵行
上帝的旨意。
 希伯來書 5:8 祂雖然為兒子，還是因所受的苦難學了順從。
力量及能力
 詩篇 68:35b 以色列的上帝，是那將力量權能賜給祂百姓的。
 尼希米記 8:10b 靠耶和華而得的喜樂是你們的力量。
 詩篇 37:39 但義人得救，是由於耶和華，祂在患難時作他們的營寨。
 以賽亞書 30:7b 他們的力量來自靜止不動。
 以賽亞書 30:15b 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
 以賽亞書 40:29 疲乏的，祂賜能力；軟弱的，祂加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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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利米書 17:5 倚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離棄耶和華的，那人有禍了。
 撒迦利亞書 4:6b 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
靈，方能成事。」
 哥林多後書 4:7 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裡，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上帝，不是
出於我們。
 哥林多後書 12:9,10b 祂對我說：「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
弱上顯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歡誇自己的軟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因我什麼時

候軟弱，什麼時候就剛強了。
 以弗所書 6:10 我還有末了的話，你們要靠著主，倚賴祂的大能大力，作剛強的人。
 腓 4:13 我靠著基督加給我力量，凡事都能作。
保護
 出埃及記 14:14 耶和華必為你們爭戰，你們只管靜默，不要作聲。
 詩篇 34:7 耶和華的使者，在敬畏祂的人四圍安營，搭救他們。
 詩篇 34:17 義人呼求，耶和華聽見了，便救他們脫離一切患難。
 詩篇 46:1,2 上帝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力量，是我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所
以地雖改變，山雖搖動到海心，我們也不害怕。
 箴言 1:33 惟有聽從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靜，不怕災禍。
 箴言 18:10 耶和華的名，是堅固臺，義人奔入，便得安穩。
 以賽亞書 43:2 你從水中經過，我必與你同在。你越過江河，水必不漫過你。你從火
中行過，必不被燒，火燄也不燒著在你身上。
（請閱：詩篇第 91 篇──「保護的詩篇」）
供應
 詩篇 23:1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詩篇 34:10 尋求耶和華的，什麼好處都不缺。






詩篇 37:3 你當倚靠耶和華，並要行善，你就必住在地上，以祂的信實為糧。
詩篇 37:25 我從前年幼，現在年老，卻未見過義人被棄，也未見過他的後裔討飯。
詩篇 68:19a 天天對我們大施恩惠的主，是應當被稱頌的。
詩篇 84:11b 祂未嘗留下一樣好處，不給那些行動正直的人。
馬太福音 6:25,26 不要為生命憂慮，吃什麼、喝什麼；為身體憂慮，穿什麼。生命
不勝於飲食嗎？身體不勝於衣裳嗎？你們看那天上的飛鳥，也不種、也不收、也不積

蓄在倉裡，你們的天父尚且養活牠們，你們不比飛鳥貴重得多嗎？
 馬太福音 6:33 你們要先求上帝的國，和祂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馬太福音 7:9-11 你們中間，誰有兒子求餅，反給他石頭呢？求魚，反給他蛇呢？你
們雖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東西給兒女，何況你們在天上的父，豈不更把好東西給求
祂的人嗎？
 羅馬書 8:32 上帝既不愛惜自己的兒子，為我們眾人捨了，豈不也把萬物和祂一同白
白的賜給我們嗎？
 腓立比書 4:19 我的上帝必照祂榮耀的豐富，在基督耶穌裡，使你們一切所需用的都
充足。
試煉、試探及艱苦
 約伯記 23:10 祂知道我所行的路，祂試煉我之後，我必如精金。
 箴言 1:10 我兒，惡人若引誘你，你不可隨從。
 馬太福音 26:41 總要儆醒禱告，免得入了迷惑。你們心靈固然願意，肉體卻軟弱
了。
 哥林多前書 10:13 你們所遇見的試探，無非是人所能受的。上帝是信實的，必不叫
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在受試探的時候，總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叫你們能忍受







得住。
提摩太後書 2:3 你要忍受苦難，好像基督耶穌的精兵。
希伯來書 12:2,3 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祂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
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便坐在上帝寶座的右邊。那忍受罪人這樣頂撞的，你們
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
雅各書 1:3 你們的信心經過試驗，就生忍耐。
雅各書 1:12 忍受試探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經過試驗以後，必得生命的冠冕，這是

主應許給那些愛祂之人的。
 彼得前書 1:7 叫你們的信心既被試驗，就比那被火試驗、仍然能壞的金子更顯寶
貴。可以在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得著稱讚、榮耀、尊貴。
 彼得後書 2:9a 主知道如何搭救敬虔的人脫離試探。
苦難
 詩篇 34:19 義人多有苦難，但耶和華救他脫離這一切。
 詩篇 119:67 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現在卻遵守您的話。
 詩篇 119:71 我受苦是與我有益，為要使我學習您的律例。
 羅馬書 8:18 我想現在的苦楚，若比起將來要顯於我們的榮耀，就不足介意了。
 羅馬書 8:28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上帝的人得益處，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
人。
 哥林多後書 4:17 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
 提摩太後書 2:12 我們若能忍耐，也必和祂一同作王。我們若不認祂，祂也必不認我
們。
 彼得前書 4:19 所以那照上帝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為善，將自己靈魂交與那信實的
造化之主。
安慰
 詩篇 23:4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您與我同在。您的杖、您的
竿，都安慰我。
 詩篇 119:50 這（您的）話將我救活了，我在患難中，因此得安慰。
 詩篇 145:14 凡跌倒的，耶和華將他們扶持；凡被壓下的，將他們扶起。
 詩篇 147:3 祂醫好傷心的人，裹好他們的傷處。
 以賽亞書 54:7 我離棄你不過片時，卻要施大恩將你收回。
 耶利米哀歌 3:32,33 主雖使人憂愁，還要照祂諸般的慈愛發憐憫。因祂並不是樂意
去使人受苦，使人憂愁。
 馬太福音 5:4 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
 約翰福音 14:1 你們心裡不要憂愁，你們信上帝，也當信我。
 約翰福音 14:18 我必不撇下你們為孤兒，我必到你們這裡來。
 哥林多後書 1:4 我們在一切患難中，祂就安慰我們，叫我們能用上帝所賜的安慰，
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
 希伯來書 4:16 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的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得憐恤、蒙恩惠，
作隨時的幫助。
 希伯來書 13:5b 主曾說：「我總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

 彼得前書 5:7 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上帝，因為祂顧念你們。
 啟示錄 21:4 上帝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
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
醫治
 出埃及記 15:26b 我耶和華是醫治你的。
 詩篇 34:19 義人多有苦難，但耶和華救他脫離這一切。







詩篇 103:3 祂赦免你的一切罪孽，醫治你的一切疾病。
詩篇 107:20 祂發命醫治他們，救他們脫離死亡。
以賽亞書 53:5b 因祂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耶利米書 30:17a 耶和華說：「我必使你痊癒，醫好你的傷痕。」
耶利米書 32:27 看哪，我是耶和華，是凡有血氣者的上帝，豈有我難成的事嗎？
瑪拉基書 4:2a 但向你們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義的日頭出現，其光有醫治之能〔光

─原文指祂的膀臂下〕。
 馬太福音 18:19 你們中間有兩個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麼事，我在天上的父，
必為他們成全。
 路加福音 17:14b 他們去的時候就潔淨了。
 雅各書 5:14,15 你們中間有病了的呢，他就該請教會的長老來，他們可以奉主的名
用油抹他，為他禱告。出於信心的祈禱，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來，他若犯了罪，
也必蒙赦免。
戰勝魔鬼
 以賽亞書 59:19b 當仇敵好像急流的河水沖來時，耶和華的靈將會興起驅逐他。
 哥林多後書 10:3-5 因為我們雖然在血氣中行事，卻不憑血氣爭戰。我們爭戰的兵
器，本不是屬血氣的，乃是藉著上帝而大有能力，可以攻破堅固的營壘，將各樣的計
謀、各樣攔阻人認識上帝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使
他都順服基督。
 以弗所書 4:27 也不可給魔鬼留地步。
 以弗所書 6:11,12 要穿戴上帝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因我們並不
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那些在幽暗世界裡執政的、掌權的、管轄者，以及天空屬
靈氣的惡魔爭戰。
 以弗所書 6:16 此外又拿信心當作籐牌，可以滅盡那惡者一切的火箭。
 雅各書 4:7b 務要抵擋魔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
 彼得前書 5:8,9a 務要謹守、儆醒．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遊
行，尋找可吞吃的人。你們要用堅固的信心抵擋他。
 約翰一書 2:14b 上帝的道常存在你們心裡，你們也勝了那惡者。
 約翰一書 3:8b 上帝的兒子顯現出來，為要除滅魔鬼的作為。
 約翰一書 4:4b 那在你們裡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
不要懼怕
 詩篇 27:1 耶和華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還怕誰呢？耶和華是我生命的力量，
我還懼誰呢？









詩篇 34:4 我曾尋求耶和華，祂就應允我，救我脫離了一切的恐懼。
詩篇 56:3 我懼怕的時候要倚靠您。
詩篇 56:11 我倚靠上帝，必不懼怕，人能把我怎麼樣呢？
詩篇 118:6 有耶和華幫助我，我必不懼怕，人能把我怎麼樣呢？
箴言 29:25 懼怕人的，陷入網羅；惟有倚靠耶和華的，必得安穩。
以賽亞書 12:2a 看哪，上帝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祂，並不懼怕。
以賽亞書 26:3 堅心倚賴思想您的，您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為他信靠您。

 以賽亞書 41:10 你不要害怕，因為我與你同在﹔不要驚惶，因為我是你的上帝。我
必堅固你，我必幫助你，我必用我公義的右手扶持你。
 約翰福音 14:27 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的，不像世人
所賜的，你們心裡不要憂愁，也不要膽怯。
 提摩太後書 1:7 因為上帝賜給我們的不是膽怯的心，乃是能力、愛心及健全的思
想。
 約翰一書 4:18 愛裡沒有懼怕，愛既完全，就把懼怕除去，因為懼怕裡含有刑罰，懼
怕的人在愛裡未得完全。
感恩之心
 詩篇 34:1 我要時時稱頌耶和華，讚美祂的話必常在我口中。
 詩篇 107:8 但願人因耶和華的慈愛，和祂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稱讚祂！
 腓立比書 2:14 凡所行的，都不要發怨言、起爭論。
 腓立比書 4:11 我無論在什麼景況，都可以知足，這是我已經學會了的。
 帖撒羅尼迦前書 5:18 凡事謝恩。
驕傲、自以為是和謙卑
 箴言 11:2 驕傲來，羞恥也來；但謙遜人卻有智慧。





箴言 16:18 驕傲在敗壞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
但以理書 4:37b 那行動驕傲的，祂能降為卑。
馬太福音 23:12 凡自高的必降為卑，自卑的必升為高。
路加福音 6:41,42b 為什麼看見你弟兄眼中有刺，卻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這假
冒偽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後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哥林多後書 10:17 凡誇口的當指著主誇口。
 腓立比書 2:3 凡事不可爭鬥結黨，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只要存心謙卑，各人看別
人比自己強。
 彼得前書 5:5b,6 你們眾人也都要以謙卑束腰、彼此順服，因為上帝阻擋驕傲的人，
賜恩給謙卑的人。所以你們要自卑，服在上帝大能的手下，到了時候祂必叫你們升
高。
舌頭的力量
 詩篇 19:14 耶和華我的力量、我的救贖主啊，願我口中的言語、心裡的意念、在您
面前蒙悅納。
 詩篇 35:28 我的舌頭，要終日論說您的公義，時常讚美您。
 箴言 16:24 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覺甘甜，使骨得醫治。







箴言 17:27 寡少言語的有知識，性情溫良的有聰明。
箴言 18:21a 生死在舌頭的權下。
箴言 29:11 愚妄人直說所思想的，智慧人三思而言。
馬太福音 12:34b 心裡所充滿的，口裡就說出來。
馬太福音 12:36,37 凡人所說的閒話，當審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來。因為要憑你
的話，定你為義，也要憑你的話，定你有罪。
 以弗所書 4:29 污穢的言語，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隨事說造就人的好話，叫聽見的人





得益處。
提摩太後書 2:16 但要遠避世俗的虛談，因為這等人必進到更不敬虔的地步。
提摩太後書 2:24 主的僕人不可爭競，只要溫溫和和的待眾人，善於教導，存心忍
耐。
雅各書 1:19 我親愛的弟兄們，你們各人要快快的聽、慢慢的說、慢慢的動怒。
雅各書 1:26 若有人自以為虔誠，卻不勒住他的舌頭，反欺哄自己的心，這人的虔誠
是虛的。

團結
 詩篇 133:1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傳道書 4:9,10,12 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因為二人勞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
倒，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沒有別人扶起他來，這人就有禍了。有





人攻勝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敵擋他，三股合成的繩子，不容易折斷。
阿摩司書 3:3 二人若不同心，豈能同行呢？
羅馬書 12:5 我們這許多人，在基督裡成為一身，互相聯絡作肢體，也是如此。
羅馬書 14:19 所以我們務要追求和睦的事，與彼此建立德行的事。
羅馬書 16:17 那些離間你們，叫你們跌倒，背乎所學之道的人，我勸你們要留意躲
避他們。

 哥林多前書 1:10 弟兄們，我藉著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勸你們都說一樣的話。你們
中間也不可分黨，只要一心一意，判斷相同，彼此完全相合。
 以弗所書 4:3 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的團結。
做門徒
 馬太福音 4:19 來跟從我，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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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不能又事奉上帝、又事奉瑪門〔瑪門是財利的意思〕。
 約翰福音 8:31b 你們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門徒。
 約翰福音 15:8 你們多結果子，我父就因此得榮耀，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了。
基督之律法
 馬太福音 22:37-40 耶穌對他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上帝。這是誡命
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倣，就是要愛人如己。這兩條誡命，是律法和先知
一切道理的總綱。」
 約翰福音 1:17 律法本是藉著摩西傳的，但恩典和真理，卻是由耶穌基督來的。
 羅馬書 3:28 所以我們看定了，人稱義是因著信，不在乎遵行律法。

 羅馬書 8:2 因為賜生命聖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裡釋放了我，使我脫離罪和死的律
了。
 羅馬書 10:4 律法的總結就是基督，使凡信祂的都得著義。
 羅馬書 13:8b 因為愛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加拉太書 2:21 我不廢掉上帝的恩，義若是藉著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
 加拉太書 3:13a 基督贖出我們脫離律法的咒詛。
 加拉太書 3:24,25 律法是我們訓蒙的師傅，引我們到基督那裡，使我們因信稱義。
但這因信得救的道理，既然來到，我們從此就不在師傅（律法）的手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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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拉太書 5:13 弟兄們，你們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將你們的自由當作放縱情
慾的機會，總要用愛心互相服事。
 加拉太書 5:14 因為全律法都包在愛人如己這一句話之內了。
 提摩太前書 1:9a 因為律法不是為義人設立的，乃是為不法和不服從的人設立的。
 雅各書 2:10 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條上跌倒，他就是犯了眾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