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A 靈修

可 1:35

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時候，耶穌
起來，到曠野地方去，在那裡禱
告。

1D 靈修

賽 40:30-31

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強
壯的也必全然跌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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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C 禱告

雅 4:3

1B 靈修

詩 5:3

耶和華啊，早晨你必聽我的聲
音；早晨我必向你陳明我的心
意，並要儆醒。

2A 禱告

腓 4:6-7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
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
要的告訴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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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D 禱告

弗 6:18

你們求也得不著，是因為你們 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
妄求，要浪費在你們的宴樂中。 求，並要在此儆醒不倦，為眾
聖徒祈求。

3B 查經

徒 17:11

這地方的人賢於帖撒羅尼迦的
人，甘心領受這道，天天考查
聖經，要曉得這道是與不是。

4A 背經

西 3:16

3C 查經

雅 1:25

惟有詳細察看那全備使人自由
之律法的，並且時常如此，這
人既不是聽了就忘，乃是實在
行出來，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
然得福。

4B 背經

申 11:18

當用各樣的智慧，把基督的道 你們要將我這話存在心內，留
理豐豐富富的存在心裡，用詩 在意中，繫在手上為記號，戴
章、頌詞、靈歌，彼此教導， 在額上為經文。
互相勸戒，心被恩感，歌頌神。

4D 背經

箴 3:1

我兒，不要忘記我的法則，你
心要謹守我的誡命。

5C 交通

來 3:12-13

弟兄們，你們要謹慎，免得你
們中間，或有人存著不信的惡
心，把永生神離棄了。總要趁
著還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勸，
免得你們中間，有人被罪迷
惑，心裡就剛硬了。

5A 交通

來 10:24-25

又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
勵行善。你們不可停止聚會，
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倒要
彼此勸勉；既知道那日子臨
近，就更當如此。

5D 交通

徒 2:42

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
交接、擘餅、祈禱。

1C 靈修

但 6:10

但以理知道這禁令蓋了玉璽，就
到自己家裡，一日三次，雙膝跪
在他神面前，禱告感謝，與素常
一樣。

2B 禱告

雅 1:6

只要憑著信心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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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A 查經

提後 2:15

你當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悅，
作無愧的工人，按著正意分解
真理的道。

3D 查經

拉 7:10

以斯拉定志考究遵行耶和華的
律法，又將律例典章教訓以色
列人。

4C 背經

詩 119:11

我將你的話藏在心裡，免得我
得罪你。

5B 交通

加 6:2

你們各人的重擔要互相擔當，
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6A 見証

徒 1:8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
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
冷、猶太全地和撒馬利亞，直
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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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 見証

彼前 3:15

只要心裡尊主基督為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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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A 洗禮

太 2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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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D 洗禮

彼前 3:21

這水所表明的洗禮，現在藉著
耶穌基督復活，也拯救你們；
這洗禮本不在乎除掉肉體的污
穢，只求在神面前有無虧的良
心。

8C 奉獻

林後 8:2

就是他們在患難中受大試煉的
時候，仍有滿足的快樂，在極
窮之間，還格外顯出他們樂捐
的厚恩。

9B 得救

約 5:24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那聽
我話又信差我來者的，就有永
生，不至於定罪，是已經出死
入生了。

10A 主權

路 14:33

這樣，你們無論什麼人，若不
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作我
的門徒。

10D 主權

太 6:24

一個人不能侍奉兩個主，不是
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
那個。你們不能又侍奉神，又
侍奉瑪門。

6C 見証

林前 9: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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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若甘心做這
事，就有賞賜；若不甘心，責
任卻已經託付我了。

7B 洗禮

羅 6:4

所以，我們藉著洗禮歸入死，
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們一
舉一動有新生的樣式，像基督
藉著父的榮耀，從死裡復活一
樣。

8A 奉獻

箴 3:9-10

你要以財物和一切初熟的土
產，尊榮耶和華，這樣，你的
倉房，必充滿有餘，你的酒榨，
有新酒盈溢。

8D 奉獻

瑪 3:10

萬軍之耶和華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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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C 得救

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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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
免得有人自誇。

10B 主權

約 13:13

你們稱呼我夫子，稱呼我主，
你們說的不錯，我本來是。

11A 勝利

雅 4:7

故此你們要順服神。務要抵擋
魔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
了。

6D 見証

可 5:19

耶穌不許，卻對他說，你回家
去到你的親屬那裡，將主為你
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
樣憐憫你，都告訴他們。

7C 洗禮

徒 2:38

彼得說，你們各人要悔改，奉
耶穌基督的名受洗，叫你們的
罪得赦，就必領受所賜的聖靈。

8B 奉獻

林前 9:13-14

你們豈不知為聖事勞碌的就吃殿
中的物嗎？伺候祭壇的就分領壇
上的物嗎？主也是這樣命定，叫
傳福音的靠著福音養生。

9A 得救

約 1:12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
人，他就賜他們權柄做神的兒
女。

9D 得救

約 11:25

耶穌對她說，復活在我，生命
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
也必復活。

10C 主權

西 1:18

他也是教會全體之首。他是元
始，是從死裡首先復生的，使
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11B 勝利

林前 15:57

感謝神，使我們藉著我們的主
耶穌基督得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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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C 勝利

約壹 5:4

因為凡從神生的，就勝過世
界；使我們勝了世界的，就是
我們的信心。

12B 赦免

賽 55:7

惡人當離棄自己的道路，不義
的人當除掉自己的意念。歸向
耶和華，耶和華就必憐恤他；
當歸向我們的神，因為神必廣
行赦免。

13A 信心

弗 6:16

此外又拿著信德當做藤牌，可
以滅盡那惡者一切的火箭。

13D 信心

路 17:6

主說，你們若有信心像一粒芥
菜種，就是對這棵桑樹說，你
要拔起根來，栽在海裡，它也
必聽從你們。

14C 愛心

約壹 4:18

愛裡沒有懼怕，愛既完全，就
把懼怕除去，因為懼怕裡含著
刑罰，懼怕的人在愛裡未得完
全。

11D 勝利

約壹 4:4

小子們哪，你們是屬神的，並
且勝了他們；因為那在你們裡
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

12C 赦免

箴 28:13

遮掩自己罪過的，必不亨通，
承認離棄罪過的，必蒙憐恤。

13B 信心

羅 4:20

12A 赦免

彌 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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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D 赦免

弗 1:7

我們藉這愛子的血，得蒙救贖，
過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豐富的
恩典。

13C 信心

雅 2:22

並且仰望神的應許，總沒有因 可見信心是與他的行為並行，
不信，心裡起疑惑，反倒因信， 而且信心因著行為才得成全。
心裡得堅固，將榮耀歸給神。

14A 愛心

太 22:37-39

14B 愛心

提前 1:5

耶穌對他說，你要盡心、盡性、 但命令的總歸就是愛，這愛是
盡意愛主你的神。這是誡命中 從清潔的心、和無虧的良心、
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 無偽的信心、生出來的。
相仿，就是要愛人如己。

14D 愛心

羅 12:9-10

愛人不可虛假；惡要厭惡，善
要親近。愛弟兄，要彼此親熱；
恭敬人，要彼此推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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