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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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創1:26  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 
 像、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 
 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 
 ，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 

 1/8-14  創5:23-24 以諾共活了三百六十五歲。 
 以諾與神同行，神將他取去，他就不 
 在世了。 

 1/15-21  創9:12-13  神說：我與你們並你們這裡 
 的各樣活物所立的永約是有記號的。 
 我把虹放在雲彩中，這就可作我與地 
 立約的記號了。 

 1/22-28  創12:8 從那裡他又遷到伯特利東邊的 
 山，支搭帳棚；西邊是伯特利，東邊 
 是艾。他在那裡又為耶和華築了一座 
 壇，求告耶和華的名。 

 1/29-2/4  創15:1 這事以後，耶和華在異象中有 
 話對亞伯蘭說：亞伯蘭，你不要懼 
 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賞賜 
 你。 

 二月份 

 2/5-11  創18:14 耶和華豈有難成的事嗎？到了 
 日期，明年這時候，我必回到你這裡 
 ，撒拉必生一個兒子。 

 2/12-18  創22:12 天使說：你不可在這童子身上 
 下手。一點不可害他！現在我知道你 
 是敬畏神的了；因為你沒有將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留下不給 
 我。 

 2/19-25  創24:26-27 那人就低頭向耶和華下拜， 
 說：耶和華─我主人亞伯拉罕的神是 
 應當稱頌的，因他不斷地以慈愛誠實 
 待我主人。至於我，耶和華在路上引 
 領我，直走到我主人的兄弟家裡。 

 2/26-3/4  創26:22  以撒離開那裡，又挖了一口井 
 ，他們不為這井爭競了，他就給那井 
 起名叫利河伯【就是寬闊的意思】。 
 他說：耶和華現在給我們寬闊之地， 
 我們必在這地昌盛。 

 三月份 

 3/5-11  創28:16-17 雅各睡醒了，說：耶和華真 
 在這裡，我竟不知道！就懼怕，說： 
 這地方何等可畏！這不是別的，乃是 
 神的殿，也是天的門。 

 3/12-18  創31:3 耶和華對雅各說：你要回你 
 祖、你父之地，到你親族那裡去，我 
 必與你同在。 

 3/19-25  創32:30 雅各便給那地方起名叫毘努伊 
 勒【就是神之面的意思】，意思說： 
 我面對面見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 

 3/26-4/1  創37:3 以色列原來愛約瑟過於愛他的 
 眾子，因為約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給 
 約瑟做了一件彩衣。 

 四月份 

 4/2-8  創39:23  凡在約瑟手下的事，司獄一概 
 不察，因為耶和華與約瑟同在；耶和 
 華使他所做的盡都順利。 

 4/9-15  創41:52  他給次子起名叫以法蓮【就是 
 使之昌盛的意思】，因為他說：神使 
 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 

 4/16-22  創43:34  約瑟把他面前的食物分出來， 
 送給他們；但便雅憫所得的比別人多 
 五倍。他們就飲酒，和約瑟一同宴樂. 

 4/23-29  創45:8 這樣看來，差我到這裡來的不 
 是你們，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 
 父，作他全家的主，並埃及全地的宰 
 相。 

 4/30-5/6  創50:19-20 約瑟對他們說：不要害怕， 
 我豈能代替神呢？從前你們的意思是 
 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 
 全許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 

 五月份 

 5/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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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20  徒5:30 你們掛在木頭上殺害的耶穌， 
 我們祖宗的神已經叫他復活。 

 5/21-27  徒7:55-56 但司提反被聖靈充滿，定睛 
 望天，看見神的榮耀，又看見耶穌站 
 在神的右邊，就說：我看見天開了， 
 人子站在神的右邊。 

 5/28-6/3  徒11:24  這巴拿巴原是個好人，被聖靈 
 充滿，大有信心。於是有許多人歸服 
 了主。 

 六月份 

 6/4-10  徒15:11  我們得救乃是因主耶穌的恩， 
 和他們一樣，這是我們所信的。 

 6/11-17  徒17:28  我們生活、動作、存留，都在 
 乎他。就如你們作詩的，有人說：我 
 們也是他所生的。 

 6/18-24  徒20:24  我卻不以性命為念，也不看為 
 寶貴，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從 
 主耶穌所領受的職事，證明神恩惠的 
 福音。 

 6/25-7/1  徒22:15 因為你要將所看見的，所聽見 
 的，對著萬人為他作見證。 



 七月份 

 7/2-8  徒26:18  我差你到他們那裡去，要叫他 
 們的眼睛得開，從黑暗中歸向光明， 
 從撒但權下歸向神；又因信我，得蒙 
 赦罪，和一切成聖的人同得基業。 

 7/9-15  書1:9 我豈沒有吩咐你嗎？你當剛強壯 
 膽！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因為你 
 無論往哪裡去，耶和華─你的神必與 
 你同在。 

 7/16-22  書4:24 要使地上萬民都知道，耶和華 
 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們永遠敬畏 
 耶和華─你們的神。 

 7/23-29  書7:13 你起來，叫百姓自潔，對他們 
 說：你們要自潔，預備明天，因為耶 
 和華─以色列的神這樣說：以色列啊 
 ，你們中間有當滅的物，你們若不除 
 掉，在仇敵面前必站立不住！ 

 7/30-8/5  書11:15  耶和華怎樣吩咐他僕人摩西， 
 摩西就照樣吩咐約書亞，約書亞也照 
 樣行。凡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約書 
 亞沒有一件懈怠不行的。 

 八月份 

 8/6-12  書14:9 當日摩西起誓說：你腳所踏之 
 地定要歸你和你的子孫永遠為業，因 
 為你專心跟從耶和華─我的神。 

 8/13-19  書22:5 只要切切的謹慎遵行耶和華僕 
 人摩西所吩咐你們的誡命律法，愛耶 
 和華─你們的神，行他一切的道，守 
 他的誡命，專靠他，盡心盡性事奉 
 他。 

 8/20-26  書24:15  若是你們以事奉耶和華為不好 
 ，今日就可以選擇所要事奉的：是你 
 們列祖在大河那邊所事奉的神呢？是 
 你們所住這地的亞摩利人的神呢？至 
 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 

 8/27-9/2  林前6:12 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 
 處。凡事我都可行，但無論哪一件， 
 我總不受他的轄制。 

 九月份 

 9/3-9  林前9:23 凡我所行的，都是為福音的 
 緣故，為要與人同得這福音的好處。 

 9/10-16  林前12:3 所以我告訴你們，被神的靈 
 感動的，沒有說耶穌是可咒詛的；若 
 不是被聖靈感動的，也沒有能說耶穌 
 是主的。 

 9/17-23  林前15:58 所以，我親愛的弟兄們，你 
 們務要堅固，不可搖動，常常竭力多 
 做主工；因為知道，你們的勞苦在主 
 裡面不是徒然的。 

 9/24-30  林後5:9  所以，無論是住在身內，離開 
 身外，我們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 
 悅。 

 十月份 

 10/1-7  林後7:1  親愛的弟兄啊，我們既有這等 
 應許，就當潔淨自己，除去身體、靈 
 魂一切的污穢，敬畏神，得以成聖。 

 10/8-14  林後12:9 他對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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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5-21  出3:12 神說：我必與你同在。你將百 
 姓從埃及領出來之後，你們必在這山 
 上事奉我；這就是我打發你去的證據. 

 10/22-28  出6:4 我與他們堅定所立的約，要把他 
 們寄居的迦南地賜給他們。 

 10/29-11/4  出9:16 其實，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 
 你顯我的大能，並要使我的名傳遍天 
 下。 

 十一月份 

 11/5-11  出13:21-22 日間，耶和華在雲柱中領他 
 們的路；夜間，在火柱中光照他們， 
 使他們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間雲柱， 
 夜間火柱，總不離開百姓的面前。 

 11/12-18  出15:13  你憑慈愛領了你所贖的百姓； 
 你憑能力引他們到了你的聖所。 

 11/19-25  出20:20  摩西對百姓說：不要懼怕；因 
 為神降臨是要試驗你們，叫你們時常 
 敬畏他，不致犯罪。 

 11/26-12/2  出24:3 摩西下山，將耶和華的命令典 
 章都述說與百姓聽。眾百姓齊聲說： 
 耶和華所吩咐的，我們都必遵行。 

 十二月份 

 12/3-9  出28:36  你要用精金做一面牌，在上面 
 按刻圖書之法刻著歸耶和華為聖。 

 12/10-16  出29:46  他們必知道我是耶和華─他們 
 的神，是將他們從埃及地領出來的， 
 為要住在他們中間。我是耶和華─他 
 們的神。 

 12/17-23  出34:6-7 耶和華在他面前宣告說：耶 
 和華，耶和華，是有憐憫有恩典的神 
 ，不輕易發怒，並有豐盛的慈愛和誠 
 實，為千萬人存留慈愛，赦免罪孽、 
 過犯和罪惡，萬不以有罪的為無罪， 
 必追討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 
 四代。 

 12/24-30  出39:43  耶和華怎樣吩咐的，他們就怎 
 樣做了。摩西看見一切的工都做成了 
 ，就給他們祝福。 

 12/31-1/6  出40:38  日間，耶和華的雲彩是在帳幕 
 以上；夜間，雲中有火，在以色列全 
 家的眼前。在他們所行的路上都是這 
 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