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基督之家第五家

聖經背誦表
主題：每週 QT 背經金句
一月份
1/6-12

詩 10:17 耶和華啊，謙卑人的心願，你早已
知道（原文是聽見）。你必預備他們的心，
也必側耳聽他們的祈求，

1/13-19

詩 18:2 耶和華是我的巖石，我的山寨，我的
救主，我的 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
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角，是我的高
臺。

1/20-26

1/27-2/2

詩 28:7 耶和華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
心裡倚靠他就得幫助。所以我心中歡樂，我
必用詩歌頌讚他。

詩 37:3 你當倚靠耶和華而行善，住在地上，
以他的信實為糧；

2/10-16

詩 42:3 我晝夜以眼淚當飲食；人不住地對我
說：你的 神在哪裡呢？

2/17-23

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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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3/2

詩 51:4 我向你犯罪，惟獨得罪了你；在你眼
前行了這惡，以致你責備我的時候顯為公
義，判斷我的時候顯為清正。

五月份

3/3-9

得 2:12 願耶和華照你所行的賞賜你。你來投
靠耶和華─以色列 神的翅膀下，願你滿得
他的賞賜。

5/5-11

詩 73:28 但我親近 神是與我有益；我以主
耶和華為我的避難所，好叫我述說你一切的
作為。

3/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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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18

詩 77:19 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
你的腳蹤無人知道。

3/17-23

雅 1:17 各樣美善的恩賜和各樣全備的賞賜都
是從上頭來的，從眾光之父那裡降下來的；
在他並沒有改變，也沒有轉動的影兒。

5/19-25

詩 86:15 主啊，你是有憐憫有恩典的 神，
不輕易發怒，並有豐盛的慈愛和誠實。

5/26-6/1

詩 91:4 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
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誠實是大小的盾牌。

3/24-30

摩 8:11 主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必命饑荒
降在地上。人飢餓非因無餅，乾渴非因無
水，乃因不聽耶和華的話。

3/31-4/6

但 1:8 但以理卻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飲的
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監長容他不玷污自
己。

詩 19:14 耶和華─我的磐石，我的救贖主
啊，願我口中的言語、心裡的意念在你面前
蒙悅納。

二月份
2/3-9

三月份

六月份
6/2-8

民 3:13 因為凡頭生的是我的；我在埃及地擊
殺一切頭生的那日就把以色列中一切頭生
的，連人帶牲畜都分別為聖歸我；他們定要
屬我。我是耶和華。

6/9-15

民 6:27 他們要如此奉我的名為以色列人祝
福；我也要賜福給他們。

6/16-22

民 12:7 我的僕人摩西不是這樣；他是在我全
家盡忠的。

6/23-29

民 18:6 我已將你們的弟兄利未人從以色列人
中揀選出來歸耶和華，是給你們為賞賜的，
為要辦理會幕的事。

6/30-7/6

民 21:8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製造一條火
蛇，掛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這蛇，就
必得活。」

四月份
4/7-13

4/14-20

4/21-27

4/28-5/4

但 6:3 因這但以理有美好的靈性，所以顯然
超乎其餘的總長和總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
國。
但 9:3 我便禁食，披麻蒙灰，定意向主
祈禱懇求。

神

詩 59:16 但我要歌頌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
你的慈愛；因為你作過我的高臺，在我急難
的日子作過我的避難所。
詩 68:19 天天背負我們重擔的主，就是拯救
我們的 神，是應當稱頌的！

七月份
7/7-13

民 27:18 耶和華對摩西說：嫩的兒子約書亞
是心中有聖靈的；你將他領來，按手在他頭
上，

7/14-20

民 32:12 惟有基尼洗族耶孚尼的兒子迦勒和
嫩的兒子約書亞可以看見，因為他們專心跟
從我。

7/21-27

歌 1:4 願你吸引我，我們就快跑跟隨你。王
帶我進了內室，我們必因你歡喜快樂。我們
要稱讚你的愛情，勝似稱讚美酒。他們愛你
是理所當然的。

7/28-8/3

猶 1:20-21 親愛的弟兄啊，你們卻要在至聖
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聖靈裡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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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份
9/1-7

來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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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14

來 9:14 何況基督藉著永遠的靈，將自己無瑕
無疵獻給 神，他的血豈不更能洗淨你們的
心（原文是良心），除去你們的死行，使你
們事奉那永生 神嗎？

9/15-21

來 12:14 你們要追求與眾人和睦，並要追求
聖潔；非聖潔沒有人能見主。

9/22-28

詩 119:114 你是我藏身之處，又是我的盾
牌；我甚仰望你的話語。

8/4-10

8/11-17

詩 104:33 我要一生向耶和華唱詩！我還活的
時候，要向我 神歌頌！

8/18-24

詩 113:1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耶和華的僕人
哪，你們要讚美，讚美耶和華的名！

8/25-31

該 2:9 這殿後來的榮耀必大過先前的榮耀；
在這地方我必賜平安。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
的。

11/3-9

啟 7:17 因為寶座中的羔羊必牧養他們，領他
們到生命水的泉源； 神也必擦去他們一切
的眼淚。

11/10-16

啟 15:4 主啊，誰敢不敬畏你，不將榮耀歸與
你的名呢？因為獨有你是聖的。萬民都要來
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義的作為已經顯出來
了。

11/17-23

啟 19:1 此後，我聽見好像群眾在天上大聲
說：哈利路亞（就是要讚美耶和華的意
思）！救恩、榮耀、權能都屬乎我們的
神！

11/24-30

鴻 1:7 耶和華本為善，在患難的日子為人的
保障，並且認得那些投靠他的人。

詩 127:1 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
9/29-10/5 就枉然勞力；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

的人就枉然警醒。

十二月份

十月份

八月份
詩 101:2 我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你幾時到
我這裡來呢？我要存完全的心行在我家中。

十一月份

10/6-12

詩 130:6 我的心等候主，勝於守夜的，等候
天亮，勝於守夜的，等候天亮。

10/13-19

詩 143:8 求你使我清晨得聽你慈愛之言，因
我倚靠你；求你使我知道當行的路，因我的
心仰望你。

10/20-26

詩 144:4 人好像一口氣；他的年日如同影兒
快快過去。

12/1-7

多 3:6 聖靈就是 神藉著耶穌基督─我們救
主厚厚澆灌在我們身上的，

12/8-14

士 6:24 於是基甸在那裡為耶和華築了一座
壇，起名叫「耶和華沙龍」（就是耶和華賜
平安的意思）。

12/15-21

士 13:1 以色列人又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
事，耶和華將他們交在非利士人手中四十
年。

12/22-28

士 13:24 後來婦人生了一個兒子，給他起名
叫參孫。孩子長大，耶和華賜福與他。

12/29-1/4

士 17:6 那時以色列中沒有王，各人任意而
行。

啟 1:7 看哪，他駕雲降臨！眾目要看見他，
10/27-11/2 連刺他的人也要看見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

他哀哭。這話是真實的。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