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基督之家第五家

聖經背誦表

三月份
3/1-7

結38:23 我必顯為大，顯為聖，在多
國人的眼前顯現；他們就知道我是耶
和華。

5/3-9

可10:6-7 但從起初創造的時候，神造
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離開父母
，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

3/8-14

結44:23 他們要使我的民知道聖俗的
分別，又使他們分辨潔淨的和不潔淨
的。

5/10-16

可11:24 所以我告訴你們，凡你們禱
告祈求的，無論是甚麼，只要信是得
著的，就必得著。

3/15-21

尼1:9 但你們若歸向我，謹守遵行我
的誡命，你們被趕散的人雖在天涯，
我也必從那裡將他們招聚回來，帶到
我所選擇立為我名的居所。

5/17-23

可14:36 他說：阿爸！父啊！在你凡
事都能；求你將這杯撤去。然而，不
要從我的意思，只要從你的意思。

5/24-30
3/22-28

尼4:14 我察看了，就起來對貴冑、官
長，和其餘的人說：「不要怕他們！
當記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們要為弟
兄、兒女、妻子、家產爭戰。」

可14:38 總要警醒禱告，免得入了迷
惑。你們心靈固然願意，肉體卻軟弱
了。

5/31-6/6

可16:20 門徒出去，到處宣傳福音。
主和他們同工，用神蹟隨著，證實所
傳的道。阿們！

主題：每週QT背經金句
一月份
1/5-11

1/12-18

1/19-25

1/26-2/1

結3:10 他又對我說：「人子啊，我對
你所說的一切話，要心裡領會，耳中
聽聞。
結11:19 我要使他們有合一的心，也
要將新靈放在他們裡面，又從他們肉
體中除掉石心，賜給他們肉心。
結16:60 然而我要追念在你幼年時與
你所立的約，也要與你立定永約。
結20:11 將我的律例賜給他們，將我
的典章指示他們；人若遵行就必因此
活著。

3/29-4/4

二月份
2/2-8

2/9-15

2/16-22

2/23-29

結22:30 我在他們中間尋找一人重修
牆垣，在我面前為這國站在破口防堵
，使我不滅絕這國，卻找不著一個。
結28:25 主耶和華如此說：我將分散
在萬民中的以色列家招聚回來，向他
們在列邦人眼前顯為聖的時候，他們
就在我賜給我僕人雅各之地，仍然居
住。
結33:11 你對他們說，主耶和華說：
我指著我的永生起誓，我斷不喜悅惡
人死亡，惟喜悅惡人轉離所行的道而
活。以色列家啊，你們轉回，轉回
吧！離開惡道，何必死亡呢？
結36:26 我也要賜給你們一個新心，
將新靈放在你們裡面，又從你們的肉
體中除掉石心，賜給你們肉心。

五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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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份
6/7-13

王上3:14 你若效法你父親大衛，遵行
我的道，謹守我的律例、誡命，我必
使你長壽。

6/14-20

王上6:12 論到你所建的這殿，你若遵
行我的律例，謹守我的典章，遵從我
的一切誡命，我必向你應驗我所應許
你父親大衛的話。

6/21-27

王上8:56 耶和華是應當稱頌的！因為
他照著一切所應許的賜平安給他的民
以色列人，凡藉他僕人摩西應許賜福
的話，一句都沒有落空。

6/28-7/4

王上11:38 你若聽從我一切所吩咐你
的，遵行我的道，行我眼中看為正的
事，謹守我的律例誡命，像我僕人大
衛所行的，我就與你同在，為你立堅
固的家，像我為大衛所立的一樣，將
以色列人賜給你。

四月份
4/5-11

尼11:2 凡甘心樂意住在耶路撒冷的，
百姓都為他們祝福。

4/12-18

可2:17 耶穌聽見，就對他們說：康健
的人用不著醫生，有病的人才用得
著。我來本不是召義人，乃是召罪
人。

4/19-25

可3:35 凡遵行 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
弟兄姊妹和母親了。

4/26-5/2

可6:50 因為他們都看見了他，且甚驚
慌。耶穌連忙對他們說：「你們放
心！是我，不要怕！」

七月份
7/5-11

7/12-18

7/19-25

7/26-8/1

王上15:5 因為大衛除了赫人烏利亞那
件事，都是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
一生沒有違背耶和華一切所但那用大
能和伸出來的膀臂領你們出埃及地的
耶和華，你們當敬畏，跪拜，向他獻
祭。吩咐的。
王上17:14 因為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如此說：罈內的麵必不減少，瓶裡
的油必不缺短，直到耶和華使雨降在
地上的日子。
王上19:18 但我在以色列人中為自己
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
未曾與巴力親嘴的。
王上22:14 米該雅說：「我指著永生
的耶和華起誓，耶和華對我說甚麼，
我就說甚麼。」

九月份
9/6-12

王下19:19 耶和華─我們的 神啊，
現在求你救我們脫離亞述王的手，
使天下萬國都知道惟獨你─耶和華
是 神！

9/13-19

王下21:8 以色列人若謹守遵行我一
切所吩咐他們的和我僕人摩西所吩
咐他們的一切律法，我就不再使他
們挪移離開我所賜給他們列祖之地

9/20-26

9/27-10/3

八月份
8/2-8

8/9-15

8/16-22

王下5:15 乃縵帶著一切跟隨他的人，
回到神人那裡，站在他面前，說：如
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
沒有神。現在求你收點僕人的禮物.
王下8:19 耶和華卻因他僕人大衛的緣
故，仍不肯滅絕猶大，照他所應許大
衛的話，永遠賜燈光與他的子孫。

王下15:3 亞撒利雅行耶和華眼中看為
正的事,效法他父親亞瑪謝一切所行的

8/30-9/5

王下17:36 但那用大能和伸出來的膀
臂領你們出埃及地的耶和華，你們當
敬畏，跪拜，向他獻祭。

珥2:13 你們要撕裂心腸，不撕裂衣
服。歸向耶和華─你們的 神；因
為他有恩典，有憐憫，不輕易發怒
，有豐盛的慈愛，並且後悔不降所
說的災。

11/1-7

伯14:1-2 人為婦人所生，日子短少,
多有患難；出來如花，又被割下，
飛去如影，不能存留。

11/8-14

伯19:25 我知道我的救贖主活著，
末了必站立在地上。

11/15-21

伯23:10 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
他試煉我之後，我必如精金。

11/22-28

伯28:28 他對人說：敬畏主就是智
慧；遠離惡便是聰明。

11/29-12/5

伯33:26 他禱告 神， 神就喜悅
他，使他歡呼朝見 神的面； 神
又看他為義。
十二月份

12/6-12

伯34:21-22 神注目觀看人的道路，
看明人的腳步。沒有黑暗、陰翳能
給作孽的藏身。

12/13-19

伯42:5-6 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
眼看見你。因此我厭惡自己，在塵
土和爐灰中懊悔。

12/20-26

約壹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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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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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份
10/4-10

10/11-17

王下10:30 耶和華對耶戶說：「因你
辦好我眼中看為正的事，照我的心意
待亞哈家，你的子孫必接續你坐以色
列的國位，直到四代。」

8/23-29

珥1:14 你們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
告嚴肅會，招聚長老和國中的一切
居民到耶和華─你們 神的殿，向
耶和華哀求。

十一月份

亞4:6 他對我說：這是耶和華指示所
羅巴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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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9:9 錫安的民哪，應當大大喜樂；
耶路撒冷的民哪，應當歡呼。看哪,
你的王來到你這裡！他是公義的，
並且施行拯救，謙謙和和地騎著驢
就是騎著驢的駒子。

10/18-24

亞14:9 耶和華必作全地的王。那日
耶和華必為獨一無二的，他的名也
是獨一無二的。

10/25-31

伯5:8-9 至於我，我必仰望 神，把
我的事情託付他。他行大事不可測
度，行奇事不可勝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