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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神喜悦

12.讨 神喜悦
罗马书 8：8
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 神的喜
欢。
哥林多前书 1：21
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
神， 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
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
是 神的智慧了。
希伯来书 11：6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 神的喜
悦；因为到 神面前来的人，必
须信有 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
他的人。
歌罗西书 1：9，10
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
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
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
上，满心知道 神的旨意，好叫
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
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
子，渐渐地多知道 神，
提摩太后书 2：3，4
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
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
的，不将事务缠身，好叫那招
他当兵的人喜悦。
加拉太书 1：10
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
要得 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
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
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

学习者签名：

日期

1. 宽恕
罗马书 3：25
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
着耶稣的血，藉着人的信，要
显明 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
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
罗马书 4：7，8
他说：“得赦免其过、掩盖其
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
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
以弗所书 1：7
我们藉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
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
的恩典。
以弗所书 4：32
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
心，彼此饶恕，正如 神在基督
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歌罗西书 1：14
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
得以赦免。
歌罗西书 2：13
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
肉体中死了， 神赦免了你们一
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
活过来，
歌罗西书 3：13
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
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
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
恕人。
希伯来书 9：22
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
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
得赦免了。

学习者签名：

日期

学习者签名：

日期

2.神的大能
罗马书 1：16
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
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

11. 神的大能
哥林多后书 4：7
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
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 神，
不是出于我们。

哥林多前书 1：18，23，24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
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
却为 神的大能。
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
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
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
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
神的能力， 神的智慧。

以弗所书 1：19-23
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
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
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
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
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
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
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
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
过了。又将万有服在他的脚
下，使他为教会作万有之首。
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
有者所充满的。

哥林多前书 2：4，5
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
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
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
乎人的智慧，只在乎 神的大
能。
哥林多前书 6：14
并且 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
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
哥林多后书 13：4
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
因 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
是这样同他软弱，但因 神向你
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
活。
以弗所书 6：10
我还有未了的话：你们要靠着
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作刚
强的人。

腓立比书 3：10
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
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
苦，效法他的死，
歌罗西书 2：10
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
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
以弗所书 3：20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
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
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提摩太后书 1：7
因为 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
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

心。

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
学习者签名：

学习者签名：

日期

日期

10.平安
歌罗西书 1：20
既然藉着他的十字架上所流的
血成就了和平，便藉着他叫万
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
——都与自己和好了。
罗马书 5：1
我们既因信称义，就藉着我们
的主耶稣基督得与 神相和。
罗马书 8：6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
的乃是生命、平安。
哥林多前书 14：33
因为 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
人安静。
以弗所书 2：14-17
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
为一，拆毁了中间割断的墙，
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了冤
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
条，为要将两下藉着自己造成
一个新人，从此便成就了和
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
便藉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
体，与 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
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
给那近处的人。
歌罗西书 3：15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
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

3. 盼望
罗马书 5：5 和 12：12
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
我们的圣灵将 神的爱浇灌在我
们心里。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
忍耐，祷告要恒切。
罗马书 15：4，13
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
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
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 神，因信，
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
的心，使你们藉着圣灵的能力
大有盼望！
哥林多前书 13：13
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
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
爱。
歌罗西书 1：27
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
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
耀的盼望。
提摩太前书 1：1
奉我们救主 神和我们的盼望基
督耶稣之命，作基督耶稣使徒
的保罗，
提多书 1：2 和 2：13
盼望那无谎言的 神在万古之先
所应许的永生，

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
的 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
耀显现。

学习者签名：

日期

戴基督了。
歌罗西书 2：12
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
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
那叫他从死里复活 神的功用。
学习者签名：

8.施洗
以弗所书 4：4，5，6
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
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
指望。一主，一信，一洗，一
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
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
众人之内。
哥林多前书 12：13
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
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
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
体，饮于一位圣灵。
罗马书 6：3，4
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
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
吗？所以我们藉着洗礼归入
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
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
基督藉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
一样。
哥林多前书 1：17
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
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
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
空。
加拉太书 3：27
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

日期

5. 祷告
腓立比书 4：6，7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
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
要的告诉 神。 神所赐出人意
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
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加拉太书 4：2
乃在师傅和管家的手下，直等
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
以弗所书 6：18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
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
圣徒祈求，
以弗所书 3：14-19
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
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
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
耀，藉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
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
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
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
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
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
人所能测度的，便叫 神一切所
充满的，充满了你们。
腓立比书 1：9

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
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
又多，
学习者签名：

日期

6.恩典（1）
罗马书 4:4,5
作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
是应得的；惟有不做工的，只
信称罪人为义的 神，他的信就
算为义。
罗马书 5：15，20，21
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
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 神
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
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
临到众人吗？
律法本是外添的，叫过犯显
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
就更显多了。
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
典也藉着义做王，叫人因我们
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
罗马书 11：6
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
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
了。
罗马书 6：14
罪必不能做你们的王，因你们
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
下。
哥林多后书 8：9
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
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

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
可以成为富足。
腓立比书 1：2
愿恩惠、平安从 神我们的父并
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学习者签名：

日期

7.恩典（2）
哥林多前书 15：10
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
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
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
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
神的恩与我同在。
哥林多后书 9：8
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地加给
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
能多行各样善事。
加拉太书 2：21
我不废掉 神的恩，义若是藉着
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
了。
以弗所书 1：6
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
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
的。
以弗所书 2：7
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
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
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
歌罗西书 4：6
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
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

样回答各人。
提多书 2：11，12，13
因为 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
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
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
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
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 神和
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
现。
学习者签名：

日期

4.得儿子的名分
以弗所书 1：5
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旨
所喜悦的，预定我们藉着耶稣
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加拉太书 4：4，5，6，7
及至时候满足， 神就差遣他的
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
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
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你们既为儿子， 神就差他儿子
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
叫：“阿爸，父！”可见，从
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
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 神为
后嗣。
加拉太书 3：26
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
是 神的儿子。
罗马书 8：14-17
因为凡被 神的灵引导的，都是
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
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

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
叫：“阿爸，父！”圣灵与我
们的心同证我们是 神的儿女；
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 神
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
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
他一同得荣耀。
腓立比书 2：15
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
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作 神无瑕
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
中，好象明光照耀，

学习者签名：

日期

9.乐善好施
哥林多后书 9：6，7
“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
收“，这话是真的。各人要随
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
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
神所喜爱的。
哥林多前书 16：15
弟兄们，你们晓得，司提反一
家是亚该亚初结的果子，并且
他们专以服侍圣徒为念。
哥林多后书 8：2-5，7，8
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
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
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
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
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
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地
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

的恩情上有份。并且他们所作
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
照 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
主，又归附了我们。
你们既然在信心、口才、知
识、热心和待我们的爱心上，
都格外显出满足来，就当在这
慈惠的事上也格外显出满足

来。我说这话，不是吩咐你
们，乃是藉着别人的热心试验
你们爱心的实在。

学习者签名：

日期

圣经都是 神所默示的，于教
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
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
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
事。
——提摩太后书 3：16，17

经
文
背
诵

识记圣经经文确实能更好
地“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
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本小册
子正是通过背诵圣经经文，使
大家得启迪、得亮光，进而明
白 神的旨意如何。其每一部分
都针对同一主题列出几节经文
帮助大家很好地掌握圣经教
训。您可以和主内朋友形成学
习小组，互相检验，互相提
高；背完之后也可以把此小册
子保存下来，以便日后学习参
考。

大家可以登陆网站浏览大量有
关教养孩童以及各类圣经学习
资料。
网址如下：

…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
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
快乐…
——耶利米书：15: 16

www.grace-harborchurch.org
备注：此册是由美国恩典港湾教会中的
会友编写而成。如有问题可以直接联
系：
美国恩典港湾教会。
Grace Harbor Church of
Arlington Heights, Illinois. USA
P. O. Box 8611,
Rolling Meadows, IL 60008
847-640-8422

也可以发邮件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