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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 年 基督徒豐收教會 每週背誦經文
日期

書卷

每週背誦經文

2017
1/2～1/7

詩篇 4：7-8

袮使我心裡快樂、勝過那豐收五穀新酒的人。我必安然躺下睡覺、
因為獨有袮耶和華使我安然居住.

1/9～1/14

詩篇 9：10

耶和華阿、認識袮名的人要倚靠袮．因袮沒有離棄尋求袮的人.

1/16～1/21

詩篇 16：5-6

耶和華是我的產業、是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袮為我持守。用繩量
給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處．我的產業實在美好.

1/23～1/28

詩篇 23：5-6

在我敵人面前、袮為我擺設筵席．袮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
滿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直到永遠.

1/30～2/4

詩篇 27：4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華、我仍要尋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
的殿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裡求問.

2/6～2/11

馬太 6：34

所以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一天的難處一天
當就夠了.

2/13～2/18

馬太 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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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2/25

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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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3/4

詩篇 50：23

凡以感謝獻上為祭的、便是榮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
著我的救恩.

3/6～3/11

詩篇 55：22

你要把你的重擔卸給耶和華、祂必撫養你．祂永不叫義人動搖.

3/13～3/18

詩篇 65：11

袮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袮的路徑都滴下脂油.

3/20～3/25

詩篇 67：1-2

願神憐憫我們、賜福與我們、用臉光照我們． 好叫世界得知袮的道
路、萬國得知袮的救恩.

3/27～4/1

詩篇 73：25-26

除袮以外、在天上我有誰呢．除袮以外、在地上我也沒有所愛慕
的。我的肉體、和我的心腸衰殘．但神是我心裡的力量、又是我的
福分、直到永遠.

4/3～4/8

出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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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4/15

詩篇 84：11

因為耶和華神是日頭、是盾牌、要賜下恩惠和榮耀．祂未嘗留下一
樣好處、不給那些行動正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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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4/22

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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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4/29

詩篇 91：10-11

禍患必不臨到你、災害也不挨近你的帳棚。因祂要為你吩咐祂的使
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護你.

5/1～5/6

詩篇 100：4-5

當稱謝進入祂的門、當讚美進入祂的院．當感謝祂、稱頌祂的名。
因為耶和華本為善．祂的慈愛、存到永遠、祂的信實、直到萬代.

5/8～5/13

詩篇 103：11-12

天離地何等的高、祂的慈愛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東離西
有多遠、祂叫我們的過犯、離我們也有多遠.

5/15～5/20

路加 1：78-79

因我們神憐憫的心腸、叫清晨的日光從高天臨到我們、要照亮坐在
黑暗中死蔭裡的人．把我們的腳引到平安的路上.

5/22～5/27

路加 6：37

你們不要論斷人、就不被論斷．你們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
你們要饒恕人、就必蒙饒恕.

5/29～6/3

詩篇 118：14

耶和華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詩歌．祂也成了我的拯救.

6/5～6/10

詩篇 119：133

求袮用袮的話使我腳步穩當、不許甚麼罪孽轄制我.

6/12～6/17

詩篇 119：149

求袮照袮的慈愛、聽我的聲音．耶和華阿、求袮照袮的典章、將我
救活.

6/19～6/24

民數記 6：24-26

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願耶和華使祂的臉光照你、賜恩給
你。願耶和華向你仰臉、賜你平安.

6/25～7/1

詩篇 125：1-2

倚靠耶和華的人、好像錫安山、永不動搖。眾山怎樣圍繞耶路撒
冷、耶和華也照樣圍繞祂的百姓、從今時直到永遠.

7/3～7/8

詩篇 136：1

你們要稱謝耶和華、因祂本為善．祂的慈愛永遠長存.

7/10～7/15

約翰 1：12

凡接待祂的、就是信祂名的人、祂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兒女.

7/17～7/22

約翰 3：16

神愛世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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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4～7/29

約翰 13：34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
們也要怎樣相愛.

7/31～8/5

約翰 15：5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裡面的、我也常在他裡面、這人
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作甚麼.

8/7～8/12

箴言 10：19

多言多語難免有過．禁止嘴唇是有智慧.

8/14～8/19

箴言 16：32

不輕易發怒的、勝過勇士．治服己心的、強如取城.

8/21～8/26

箴言 25：11

一句話說得合宜、就如金蘋果在銀網子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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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8～9/2

申命記 31：6

你們當剛強壯膽、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懼他們、因為耶和華你的神
和你同去、祂必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

9/4～9/9

使徒行傳 1：8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
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9/11～9/16

雅歌 1：3-4 上

袮的膏油馨香．袮的名如同倒出來的香膏．所以眾童女都愛袮。願
袮吸引我、我們就快跑跟隨袮.

9/18～9/23

雅歌 8：6

求你將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記、帶在你臂上如戳記．因為愛情如死之
堅強．嫉恨如陰間之殘忍．所發的電光、是火焰的電光、是耶和華
的烈焰.

9/25～9/30

約伯 1：21b

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

10/2～10/7

約書亞 1：9

…你當剛強壯膽．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因為你無論往那裡去、耶
和華你的神必與你同在.

10/9～10/14

約伯記 17：9

然而義人要持守所行的道，手潔的人要力上加力.

10/16～10/21 羅馬書 1：16

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
猶太人、後是希利尼人.

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

10/23～10/28 羅馬書 5：3-5

…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
練．老練生盼望．盼望不至於羞恥．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
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

10/30～11/4

羅馬書 12：1

所以弟兄們、我以 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
聖潔的、是 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

11/6～11/11

羅馬書 15：13

但願使人有盼望的 神、因信、將諸般的喜樂平安、充滿你們的
心、使你們藉著聖靈的能力、大有盼望.

11/13～11/18 詩篇 5：11

凡投靠袮的、願他們喜樂、時常歡呼、因為袮護庇他們．又願那愛
袮名的人、都靠袮歡欣

11/20～11/25 林前 1：30

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裡、是本乎
慧、公義、聖潔、救贖.

11/27～12/2

林前 13：4-9

12/4～12/9

林後 1：20

神、

神又使祂成為我們的智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
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不喜
歡不義．只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
耐。愛是永不止息
神的應許、不論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藉著祂也都是實在
的、叫 神因我們得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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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12/16 林後 9：8

神能將各樣的恩惠、多多的加給你們．使你們凡事常常充足、能多
行各樣善事．

12/18～12/23 林後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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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5～12/30 詩篇 40：11

耶和華阿、求袮不要向我止住袮的慈悲．願袮的慈愛和誠實、常常
保佑我.

2018
1/1～1/6

撒上 15：22

撒母耳說、耶和華喜悅燔祭和平安祭、豈如喜悅人聽從祂的話呢．
聽命勝於獻祭、順從勝於公羊的脂油.

1/8～1/13

詩篇 50：14-15

你們要以感謝為祭獻與 神．又要向至高者還你的願．並要在患難
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榮耀我.

1/15～1/20

詩篇 57：5

神阿、願袮崇高、過於諸天．願袮的榮耀、高過全地

1/22～1/27

撒下 22：36-37

袮把袮的救恩給我作盾牌．袮的溫和使我為大。袮使我腳下的地步
寬闊．我的腳未曾滑跌.

1/29～2/3

加拉太 5：22-23

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
實、溫柔、節制.

2/5～2/10

列王上 8： 23

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阿、天上地下沒有神可比袮的．袮向那盡心行
在袮面前的僕人、守約施慈愛

2/12～2/17

詩篇 80：3

神阿、求袮使我們回轉、使袮的臉發光、我們便要得救。

2/19～2/24

詩篇 84：5-7

靠袮有力量心中想往錫安大道的、這人便為有福。他們經過流淚
谷、叫這谷變為泉源之地．並有秋雨之福、蓋滿了全谷。他們行
走、力上加力、各人到錫安朝見 神

2/26～3/3

詩篇 91：15-16

他若求告我、我就應允他．他在急難中、我要與他同在．我要搭救
他、使他尊貴。我要使他足享長壽、將我的救恩顯明給他.

3/5～3/10

王下 20：5

…我聽見了你的禱告、看見了你的眼淚．我必醫治你、…

3/12～3/17

以弗所 3：20

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裡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
求所想的．

3/19～3/24

以弗所 5：19-20

當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對說、口唱心和的讚美主．凡事要奉
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常常感謝父 神.

3/25～3/31

代上 16：23-24

全地都要向耶和華歌唱、天天傳揚祂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說祂的榮
耀、在萬民中述說祂的奇事.

4/2～4/7

詩篇 119：164

我因袮公義的典章、一天七次讚美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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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4/14

代下 7：14

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禱告、尋求我的面、轉離他們的
惡行．我必從天上垂聽、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地.

4/16～4/21

代下 16：9

耶和華的眼目遍察全地、要顯大能幫助向祂心存誠實的人.

4/23～4/28

代下 32：7-8

你們當剛強壯膽、不要…恐懼、驚慌、因為與我們同在的、比與他
們同在的更大．與他們同在的是肉臂、與我們同在的是耶和華我們
的神、祂必幫助我們、為我們爭戰.

4/30～5/5

腓立比 4：6-7

應當一無挂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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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5/12

詩篇 147：10-11

祂不喜悅馬的力大、不喜愛人的腿快。耶和華喜愛敬畏祂、和盼望
祂慈愛的人.

5/14～5/19

尼希米 8:10b

你們不要憂愁、因靠耶和華而得的喜樂是你們的力量.

5/21～5/26

歌羅西 3：16

當用各樣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豐豐富富的存在心裡、用詩章、
頌詞、靈歌、彼此教導、互相勸戒心被恩感歌頌 神.

5/28～6/2

貼前 5：16-18

要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凡事謝恩．因為這是
向你們所定的旨意.

6/4～6/9

提前 2：1-2

我勸你第一要為萬人懇求、禱告、代求、祝謝．為君王和一切在位
的也該如此．使我們可以敬虔端正、平安無事的度日

6/11～6/16

提後 1：7

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

6/18～6/23

箴言 3：5-6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
上、都要認定祂、祂必指引你的路.

6/25～6/30

以賽亞 30:15

主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者曾如此說、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你們得
力在乎平靜安穩．

7/2～7/7

箴言 18：10

耶和華的名、是堅固臺．義人奔入、便得安穩．

7/9～7/14

以賽亞 43：2-4

你從水中經過、我必與你同在．你趟過江河、水必不漫過你．你從
火中行過、必不被燒、火焰也不著在你身上…因我看你為寶為尊、
又因我愛你….

7/16～7/21

…你們自從生下、就蒙我保抱、自從出胎、便蒙我懷搋。直到你們
以賽亞 46：3b-4 年老、我仍這樣、直到你們髮白、我仍懷搋。我已造作、也必保
抱、我必懷抱、也必拯救

7/22～7/29

以賽亞 54：10

神在基督耶穌裡

大山可以挪開、小山可以遷移．但我的慈愛必不離開你、我平安的
約也不遷移．這是憐恤你的耶和華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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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0～8/4

以賽亞 58：6

我所揀選的禁食、不是要鬆開兇惡的繩、解下軛上的索、使被欺壓
的得自由、折斷一切的軛麼。

8/6～8/11

希伯來 11：6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 神的喜悅．因為到
有神，且信他賞賜那尋求他的人。

8/13～8/18

耶利米 17:14

耶和華阿、求你醫治我、我便痊愈．拯救我、我便得救．因你是我
所讚美的。

8/20～8/25

耶利米 29:11

耶和華說、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不是降
災禍的意念、要叫你們末後有指望。

8/27～9/1

耶利米 32:17

主耶和華阿、袮曾用大能和伸出來的膀臂創造天地、在袮沒有難成
的事．

9/3～9/8

詩篇 25:14

耶和華與敬畏祂的人親密； 祂必將自己的約指示他們.

9/10～9/15

詩篇 27:4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華，我仍要尋求： 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
的殿中， 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9/17～9/22

雅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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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4～9/29

彼得前書 2：9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
神的子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10/1～10/6

彼得前書 4：7-8

萬物的結局近了．所以你們要謹慎自守、儆醒禱告。最要緊的是彼
此切實相愛．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的罪.

10/8～10/13

以西結 34 : 15-16a

主耶和華說、我必親自作我羊的牧人、使他們得以躺臥。失喪的、
我必尋找、被逐的、我必領回、受傷的、我必纏裹、有病的、我必
醫治．

10/15～10/20 約翰壹書 3：23

神的命令就是叫我們信祂兒子耶穌基督的名、且照祂所賜給我們的
命令彼此相愛.

10/22～10/27 何西阿 2：19-20

我必聘你永遠歸我為妻、以仁義、公平、慈愛、憐憫聘你歸我．也
以誠實聘你歸我、你就必認識我耶和華.

10/29～11/3

約翰三書 1:2

親愛的兄弟阿、我願你凡事興盛、身體健壯、正如你的靈魂興盛一
樣.

11/5～11/10

彌迦 6:8

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祂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只要你
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 神同行.

11/12～11/17 西番雅 3:17

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

耶和華你的 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祂在你中間必因你
歡欣喜樂、默然愛你、且因你喜樂而歡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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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9～11/24 撒迦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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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6～12/1

詩篇 121：7-8

耶和華要保護你、免受一切的災害．祂要保護你的性命。你出你
入、耶和華要保護你、從今時直到永遠.

12/3～12/8

瑪拉基 4：2

但向你們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義的日頭出現、其光線有醫治之
能。你們必出來跳躍如圈裡的肥犢

他們不再飢，不再渴；日頭和炎熱也必不傷害他們.因為寶座中的羔
12/10～12/15 啟示錄 7：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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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7～12/22 啟示錄 12：11

弟兄勝過牠、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見證的道．他們雖至於死、
也不愛惜性命.

12/24～12/29 啟示錄 21：3-4

…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祂的子民、
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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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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