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年背诵经文全年背诵经文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惟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草必枯干，花必凋残，惟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

《以赛亚书》40:8

2021



  

姓名： 

联络号码：

COVER PHOTO BY KAROL D FROM PEXELS



3

●    箴言 16:1

心中的谋算在乎人；
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

●    箴言 16:4 

耶和华所造的，各适其用；
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

神的主权 1月3-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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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箴言 16:7

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
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

●    箴言 16:9 

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
惟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

神的主权 1月10-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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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箴言 16:33

签放在怀里，定事由耶和华。

●    箴言 21:1 

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
好像陇沟的水，随意流转。

神的主权 1月17-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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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箴言 19:21

人心多有计谋，
惟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

●    箴言 20:24 

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
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

神的主权 1月24-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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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箴言 21:30-31

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敌挡
耶和华。

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得胜乃在
乎耶和华。

神的主权 1月3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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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箴言 17:5

戏笑穷人的，是辱没造他的主；
幸灾乐祸的，必不免受罚。

●    箴言 22:16 

欺压贫穷为要利己的，
并送礼与富户的，都必缺乏。

周济贫穷人 2月7-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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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箴言 22:22-23

贫穷人，你不可因他贫穷，就抢夺他
的物，也不可在城门口欺压困苦人； 

因耶和华必为他辨屈；抢夺他的，耶
和华必夺取那人的命。

2月14-20日周济贫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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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箴言 23:10-11

不可挪移古时的地界，也不可侵入孤
儿的田地，

因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他必向
你为他们辨屈。

2月21-27日周济贫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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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箴言 28:8

人以厚利加增财物，
是给那怜悯穷人者积蓄的。

●    箴言 29:7

义人知道查明穷人的案；
恶人没有聪明，就不得而知。

周济贫穷人 2月28-3月6日



12

●    箴言10:8

心中智慧的，必受命令；
口里愚妄的，必致倾倒。

●    箴言 10:14 

智慧人积存知识；
愚妄人的口速致败坏。

3月7-13日愚昧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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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箴言 10:21

义人的口教养多人；
愚昧人因无知而死亡。

●    箴言 16:22 

人有智慧就有生命的泉源；
愚昧人必被愚昧惩治。

愚昧的后果 3月14-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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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箴言 18:6-7

愚昧人张嘴启争端，开口招鞭打。 

愚昧人的口，自取败坏；
他的嘴，是他生命的网罗。

愚昧的后果 3月21-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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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箴言 19:3

人的愚昧，倾败他的道，
他的心也抱怨耶和华。

●    箴言 22:3

通达人见祸藏躲；愚蒙人前往受害。

愚昧的后果 3月28- 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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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篇 130:1-2

上行之诗。

耶和华啊！我从深处向你求告。

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
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

诗篇130篇 4月4-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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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篇 130:3-4

主耶和华啊！你若究察罪孽，
谁能站得住呢？

但在你有赦免之恩，
要叫人敬畏你。

诗篇130篇 4月11-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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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篇 130:5-6

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
我也仰望他的话。

我的心等候主，
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
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

诗篇130篇 4月18-24日



19

●    诗篇 130:7-8

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
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

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

诗篇130篇 4月25-5月1日



20

●    箴言 15:1

回答柔和，使怒消退；
言语暴戾，触动怒气。

●    箴言 20:3

远离分争，是人的尊荣；
愚妄人都爱争闹。

发怒 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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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箴言 19:11

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
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 

●    箴言 13:10

骄傲只启争竞；
听劝言的，却有智慧。

发怒 5月9-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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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箴言 22:26-27

不要与人击掌，
不要为欠债的作保。 

你若没有什么偿还，
何必使人夺去你睡卧的床呢？

欠债 5月16-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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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箴言 11:15

为外人作保的，必受亏损；
恨恶击掌的，却得安稳。

●    箴言 20:16 

谁为生人作保，就拿谁的衣服；
谁为外人作保，谁就要承当。

欠债 5月23-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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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箴言 13:13

藐视训言的，自取灭亡；
敬畏诫命的，必得善报。

●    箴言 19:16

谨守诫命的，保全生命；
轻忽己路的，必致死亡。

神的话 5月30-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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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箴言 13:1

智慧子听父亲的教训，
亵慢人不听责备。

●    箴言 23:22

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
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她。

儿女 6月6-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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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箴言 15:20

智慧子使父亲喜乐；
愚昧人藐视母亲。

●    箴言 20:20 

咒骂父母的，他的灯必灭，
变为漆黑的黑暗。

儿女 6月13-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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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箴言 19:26-27

虐待父亲，撵出母亲的，
是贻羞致辱之子。 

我儿，不可听了教训，
而又偏离知识的言语。

儿女 6月20-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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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箴言 23:24-25

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
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 

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

儿女 6月27- 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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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箴言 11:14

无智谋，民就败落；
谋士多，人便安居。

●    箴言 27:9 

膏油与香料，使人心喜悦；
朋友诚实的劝教，也是如此甘美。

智谋 7月4-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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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箴言 20:18

计谋都凭筹算立定，
打仗要凭智谋。

●    箴言 12:15 

愚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
惟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

智谋 7月11-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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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箴言 18:1

与众寡合的，独自寻求心愿，
并恼恨一切真智慧。

●    箴言 24:6

你去打仗，要凭智谋；
谋士众多，人便得胜。

智谋 7月18-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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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箴言 15:22

不先商议，所谋无效；
谋士众多，所谋乃成。

●    箴言 19:20 

你要听劝教，受训诲，
使你终久有智慧。

智谋 7月25-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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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篇 129:1

上行之诗。

以色列当说：
“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

诗篇129篇 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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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篇 129:2-3

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
却没有胜了我。

如同扶犁的，在我背上扶犁而耕；
耕的犁沟甚长。

诗篇129篇 8月8-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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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篇 129:4-5

耶和华是公义的，
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

“愿恨恶锡安的，都蒙羞退后！

诗篇129篇 8月15-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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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篇 129:6-7

愿他们像房顶上的草，
未长成而枯干。

收割的不够一把，
捆禾的也不满怀。

诗篇129篇 8月22-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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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篇 129:8

过路的也不说：
“愿耶和华所赐的福，归于你们。
我们奉耶和华的名，给你们祝福。”

诗篇129篇 8月29-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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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箴言 17:2

仆人办事聪明，必管辖贻羞之子，
又在众子中，同分产业。

●    箴言 20:2 

王的威吓，如同狮子吼叫；
惹动他怒的，是自害己命。

服从权柄 9月5-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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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箴言 16:13

公义的嘴，为王所喜悦；
说正直话的，为王所喜爱。

●    箴言 19:12 

王的忿怒，好像狮子吼叫；
他的恩典，却如草上的甘露。

服从权柄 9月12-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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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箴言 25:15

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
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

●    箴言 27:18 

看守无花果树的，必吃树上的果子；
敬奉主人的，必得尊荣。

服从权柄 9月19-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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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箴言 22:11

喜爱清心的人，
因他嘴上的恩言，王必与他为友。

●    箴言 22:29 

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吗？
他必站在君王面前，
必不站在下贱人面前。

服从权柄 9月26-10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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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箴言 10:4-5

手懒的，要受贫穷；
手勤的，却要富足。

夏天聚敛的，是智慧之子；
收割时沉睡的，是贻羞之子。
 

懒惰 10月3-9日



43

●    箴言 10:26

懒惰人叫差他的人，
如醋倒牙，如烟熏目。

●    箴言 12:24

殷勤人的手必掌权；
懒惰的人必服苦。

懒惰 10月10-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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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箴言 13:4

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
殷勤人必得丰裕。

●    箴言 14:23 

诸般勤劳，都有益处；
嘴上多言，乃致穷乏。

懒惰 10月17-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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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箴言 26:13-14

懒惰人说，
道上有猛狮，街上有壮狮。

门在枢纽转动，
懒惰人在床上也是如此。

懒惰 10月24-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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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箴言 18:9

作工懈怠的，
与浪费人为弟兄。

●    箴言 19:24 

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
就是向口撤回，他也不肯。

懒惰 10月31-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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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箴言 11:26

屯粮不卖的，民必咒诅他；
情愿出卖的，人必为他祝福。

●    箴言 15:27 

贪恋财利的，扰害己家；
恨恶贿赂的，必得存活。

市场的智慧 11月7-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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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箴言 16:11

公道的天平和秤，都属耶和华；
囊中一切法码，都为他所定。

●    箴言 17:8

贿赂在馈送的人眼中，
看为宝玉，随处运动，都得顺利。

市场的智慧 11月14-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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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箴言 18:16

人的礼物，为他开路，
引他到高位的人面前。

●    箴言 19:6

好施散的，有多人求他的恩情；
爱送礼的，人都为他的朋友。

市场的智慧 11月21-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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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箴言 14:4

家里无牛，槽头干净；
土产加多，乃凭牛力。

●    箴言 20:14

买物的说：“不好！不好！” 
及至买去，他便自夸。

市场的智慧 11月28-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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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篇 120:1-2

上行之诗。

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
他就应允我。

耶和华啊！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
和诡诈的舌头。

诗篇120篇 12月5-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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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篇 120:3

诡诈的舌头啊，要给你什么呢？
要拿什么加给你呢？

诗篇120篇 12月12-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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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篇 120:4-5

就是勇士的利箭和罗腾木的炭火。

我寄居在米设，
住在基达帐篷之中，有祸了。

诗篇120篇 12月19-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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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篇 120:6-7

我与那恨恶和睦的人，许久同住。

我愿和睦，
但我发言，他们就要争战。

诗篇120篇 12月26日-2022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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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渔人团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