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AAAs for me and my house. We will serve the Lord.                  

Joshua 24:15 (NASB) 
 

 

 

 

 

 

 

 

  

  

 

 

 

因此因此因此因此，，，，你们要互你们要互你们要互你们要互

相鼓励相鼓励相鼓励相鼓励，，，，彼此帮彼此帮彼此帮彼此帮

助助助助，，，，像你们现在像你们现在像你们现在像你们现在

所做的一样所做的一样所做的一样所做的一样。。。。    
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    5:115:115:115:11 

CCCCreate in me a pure heart, O God. And  

renew a steadfast spirit within me.  

Psalm 51:10 (NIV) 
 

上帝啊上帝啊上帝啊上帝啊，，，，求你为我求你为我求你为我求你为我

造一颗纯洁的心造一颗纯洁的心造一颗纯洁的心造一颗纯洁的心；；；；

求你赐给我一个又求你赐给我一个又求你赐给我一个又求你赐给我一个又

新又忠诚的灵新又忠诚的灵新又忠诚的灵新又忠诚的灵。。。。    
诗篇诗篇诗篇诗篇 51:10 51:10 51:10 51:10 

 

DDDDo to others as you would have them do to you.      

Luke 6:31 (NIV)  
 

BBBBe kind to one another and build each other up.  

1 Thessalonians 5:11 

 

你们要别人怎样你们要别人怎样你们要别人怎样你们要别人怎样

待你们待你们待你们待你们，，，，你们也你们也你们也你们也

要怎样待他们要怎样待他们要怎样待他们要怎样待他们。。。。    
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路加福音    6:316:316:316:31 

 

至于我和我的家至于我和我的家至于我和我的家至于我和我的家，，，，

我们要事我们要事我们要事我们要事奉奉奉奉上主上主上主上主。。。。    
约书亚记约书亚记约书亚记约书亚记 24:15 24:15 24:15 24:15 

 



 

 

 

 

 

 

 

 

 

 

 

 

 

  

  

 

 

 

GGGGo into all the world and preach the 

Good News to everyone. 

Mark 16:15 (NLT) 

你们要到世界你们要到世界你们要到世界你们要到世界  

各地去各地去各地去各地去，，，，向全向全向全向全  

人类传福音人类传福音人类传福音人类传福音。。。。    

马可福音马可福音马可福音马可福音 11116666:1:1:1:15555    
 

HHHHear O Israel: The Lord our God, the Lord is one. 

Deuteronomy 6:4 (NIV) 

EEEEvery knee will bow before me; every  

tongue will acknowledge God.  

Romans 14: 11 (NIV) 
 

以色列人哪以色列人哪以色列人哪以色列人哪，，，，你们你们你们你们

要留心听要留心听要留心听要留心听！！！！上主是上主是上主是上主是

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惟有惟有惟有惟有

他是上主他是上主他是上主他是上主。。。。    

申命记申命记申命记申命记 6:6:6:6:4444    
 

因为因为因为因为，，，，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灵不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灵不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灵不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灵不

使我们胆怯使我们胆怯使我们胆怯使我们胆怯；；；；相反地相反地相反地相反地，，，，他的灵他的灵他的灵他的灵

会使我们充满力量会使我们充满力量会使我们充满力量会使我们充满力量、、、、 

爱心爱心爱心爱心，，，，和自制和自制和自制和自制。。。。                            

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 1 1 1 1::::7777    
 

人人要向我屈膝人人要向我屈膝人人要向我屈膝人人要向我屈膝 

下拜下拜下拜下拜；；；；人人要宣人人要宣人人要宣人人要宣 

认我是上帝认我是上帝认我是上帝认我是上帝。。。。                                                            

罗马书罗马书罗马书罗马书 11114:14:14:14:11111 

FFFFor God has not given us a spirit of fear and timidity,  

but of power, love, and self-discipline. 

2 Timothy 1:7 (NLT) 
 



 

 

 

 

 

 

 

 

 

 

 

 

 

  

  

 

 

 

KKKKeep your tongue from evil and 

your lips from telling lies. 

Psalm 34:13 (NIV) 

你们的舌头就你们的舌头就你们的舌头就你们的舌头就 

不该出恶言不该出恶言不该出恶言不该出恶言；；；； 

你们的嘴唇也你们的嘴唇也你们的嘴唇也你们的嘴唇也 

不可不可不可不可撒谎撒谎撒谎撒谎。。。。    

                            诗篇诗篇诗篇诗篇 34343434::::13131313    

Let us love one another for love comes from God. 

1 John 4:7a (NIV) 

IIIIn all your ways submit to Him and He will 

make your paths straight. 

Proverbs 3:6 (NIV) 

我们要彼此相我们要彼此相我们要彼此相我们要彼此相

爱爱爱爱，，，，因为爱是因为爱是因为爱是因为爱是

从上帝来的从上帝来的从上帝来的从上帝来的。。。。 

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约翰一书 4444::::7a7a7a7a    
 

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昨昨昨昨

天天天天、、、、今天今天今天今天、、、、直直直直

到永远到永远到永远到永远，，，，都是都是都是都是

一样一样一样一样。。。。    

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希伯来书    11113333::::8888    
 

无论做什么事无论做什么事无论做什么事无论做什么事，，，，都都都都

要以上主的旨意为要以上主的旨意为要以上主的旨意为要以上主的旨意为

依归依归依归依归，，，，他就会指示他就会指示他就会指示他就会指示           

        你走正路你走正路你走正路你走正路。。。。    

箴言箴言箴言箴言 3333::::6666    

JJJJesus Christ is the same Yesterday  

and Today and Forever. 

Hebrews 13:8  (NIV) 



 

 

 

 

 

 

 

 

 

 

 

 

 

  

  

 

 

 

O O O O God you are my God. I earnestly search for you. 

My soul thirsts for you. 

Psalm 63:1 (NLT) 

上帝啊上帝啊上帝啊上帝啊，，，，你是我你是我你是我你是我

的上帝的上帝的上帝的上帝；；；；我热切我热切我热切我热切

地寻求你地寻求你地寻求你地寻求你。。。。我切我切我切我切

望你望你望你望你，，，，渴慕你渴慕你渴慕你渴慕你。。。。    

                            诗篇诗篇诗篇诗篇 66663333::::1111    

Praise the Lord. Give thanks to the Lord for                

He is Good; his Love Endures Forever. 

Psalm 106:1 (NIV) 

MMMMan shall not live on bread alone, but on every 

word that comes from the mouth of God. 

Matthew 4: 4 (NIV) 

要赞美上主要赞美上主要赞美上主要赞美上主！！！！要要要要

感谢上主感谢上主感谢上主感谢上主，，，，因他因他因他因他

至善至善至善至善；；；；他的慈爱他的慈爱他的慈爱他的慈爱   

      永远长存永远长存永远长存永远长存。。。。    

诗篇诗篇诗篇诗篇 106106106106::::1111    
 

正如圣经所说正如圣经所说正如圣经所说正如圣经所说：：：：上帝为爱他上帝为爱他上帝为爱他上帝为爱他

的人所预备的的人所预备的的人所预备的的人所预备的，，，，正是眼睛没正是眼睛没正是眼睛没正是眼睛没

有见过有见过有见过有见过，，，，耳朵没有听过耳朵没有听过耳朵没有听过耳朵没有听过，，，，也也也也

从来没有人想到的从来没有人想到的从来没有人想到的从来没有人想到的！！！！    

                                                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    2222::::9999    
 

人的生存不仅是靠人的生存不仅是靠人的生存不仅是靠人的生存不仅是靠

食物食物食物食物，，，，而是靠上帝而是靠上帝而是靠上帝而是靠上帝

所说的每一句话所说的每一句话所说的每一句话所说的每一句话。。。。    

马太福音马太福音马太福音马太福音 4444::::4444    

 

NNNNo eye has seen, no ear has heard, and no mind 

  has imagined what God has prepared for those 

who love Him. 

1 Corinthians 2:9 (NLT) 



QQQQ 

 

 

 

 

 

 

 

 

 

 

 

 

 

  

  

 

 

 

SSSSeek first His kingdom and his Righteousness, 

and all these things will be given to you as well. 

Matthew 6:33 (NIV) 

你们要先追求上帝主你们要先追求上帝主你们要先追求上帝主你们要先追求上帝主

权的实现权的实现权的实现权的实现，，，，遵行他的遵行他的遵行他的遵行他的

旨意旨意旨意旨意，，，，他就会把这一他就会把这一他就会把这一他就会把这一

切都供给你们切都供给你们切都供给你们切都供给你们。。。。    

                                马太福音马太福音马太福音马太福音 6666::::33333333    

Thy Word is a lamp unto my feet  

and a light unto my path.  

Psalm 119:105 (KJV) 

Everyone should be 

uick to    listen, slow to speak, and  

slow to become angry. 

James 1:19 (NIV) 

你的话是导引我你的话是导引我你的话是导引我你的话是导引我

的灯的灯的灯的灯，，，，是我人生是我人生是我人生是我人生

路上的光路上的光路上的光路上的光。。。。    

诗篇诗篇诗篇诗篇 111119191919::::111105050505    
 

你们要因为跟主连结而常常你们要因为跟主连结而常常你们要因为跟主连结而常常你们要因为跟主连结而常常

喜乐喜乐喜乐喜乐。。。。我再说我再说我再说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喜乐!                

腓立比书腓立比书腓立比书腓立比书 4 4 4 4::::4444    
 

你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你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你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你们每一个人都应该

随 时 聆 听 别 人 的 意随 时 聆 听 别 人 的 意随 时 聆 听 别 人 的 意随 时 聆 听 别 人 的 意

见见见见，，，，不急于发言不急于发言不急于发言不急于发言，，，，更更更更

不要轻易动怒不要轻易动怒不要轻易动怒不要轻易动怒。。。。    

雅各书雅各书雅各书雅各书    1111::::19191919    

 

RRRRejoice in the Lord Always. 

I will say it again: Rejoice! 

Philippians 4:4 (NIV) 



 

 

 

 

 

 

 

 

 

 

 

 

 

  

  

 

 

 

WWWWhatever is true, noble, right, pure, lovely, 

admirable—if anything is excellent or praiseworthy—

think about such things.   Philippians 4:8 (NIV) 

你们要常常留意那些美善和你们要常常留意那些美善和你们要常常留意那些美善和你们要常常留意那些美善和

值得赞扬的事值得赞扬的事值得赞扬的事值得赞扬的事。。。。一切真实一切真实一切真实一切真实、、、、

高尚高尚高尚高尚、、、、公正公正公正公正、、、、纯洁纯洁纯洁纯洁、、、、 

可爱可爱可爱可爱，，，，和光荣的事和光荣的事和光荣的事和光荣的事 

都应该重视都应该重视都应该重视都应该重视。。。。腓立比书腓立比书腓立比书腓立比书 4444::::8888    

 

Let us e X amine our ways and test them,  

and let us return to the Lord. 

Lamentations 3:40 (KJV) 

我们该检讨自我们该检讨自我们该检讨自我们该检讨自

己的行为己的行为己的行为己的行为，，，，归归归归        

    回上主回上主回上主回上主。。。。    

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歌 3:403:403:403:40    
 

我郑重地告诉你们我郑重地告诉你们我郑重地告诉你们我郑重地告诉你们，，，，奴仆奴仆奴仆奴仆

不比主人大不比主人大不比主人大不比主人大，，，，奉差遣的也奉差遣的也奉差遣的也奉差遣的也

不比差遣他的人不比差遣他的人不比差遣他的人不比差遣他的人 

重要重要重要重要。。。。                    
                                                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约翰福音 13:16 13:16 13:16 13:16    
 

聪 明 人 以 智 慧聪 明 人 以 智 慧聪 明 人 以 智 慧聪 明 人 以 智 慧

为 生 命 泉 源为 生 命 泉 源为 生 命 泉 源为 生 命 泉 源 ；；；；

教导愚昧人教导愚昧人教导愚昧人教导愚昧人。。。。    

箴言箴言箴言箴言 16:2216:2216:2216:22    

 

VVVVery truly I tell you, no servant is greater than           

     his master, nor is a messenger greater than                  

   the one who sent him. 

  John 13:16 (NIV) 

UUUUnderstanding is a fountain of life 

to those who have it. 

Proverbs 16:22 (NIV) 



 

 

 

 

 

 

 

 

 

 

 

 

 

  

  

 

为什么?  Why?  
你们要全心你们要全心你们要全心你们要全心、、、、全情全情全情全情、、、、全力爱上主全力爱上主全力爱上主全力爱上主————————你们的上你们的上你们的上你们的上

帝帝帝帝。。。。今天我向你们颁布的诫命今天我向你们颁布的诫命今天我向你们颁布的诫命今天我向你们颁布的诫命，，，，你们要放在心你们要放在心你们要放在心你们要放在心

里里里里，，，，殷勤教导你们的儿女殷勤教导你们的儿女殷勤教导你们的儿女殷勤教导你们的儿女。。。。无论在家或出外无论在家或出外无论在家或出外无论在家或出外，，，，休休休休

息或工作息或工作息或工作息或工作，，，，都要不断地温习这诫命都要不断地温习这诫命都要不断地温习这诫命都要不断地温习这诫命。。。。    
                                                                                                                申命记申命记申命记申命记 6:5 6:5 6:5 6:5----7777    

So love the Lord your God with all your heart, soul, and strength. 

Memorize his laws and tell them to your children over and over again. 

Talk about them all the time, whether you’re at home or walking 

along the road or going to bed at night, or getting up in the morning. 

Deuteronomy 6: 5-7 (CEV) 

    

 

ABC 
Scriptures to memorize 

with Your Children 

撒该，快下来！

今天我必须住在

你家里。                    
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路加福音 19:5 19:5 19:5 19:5    

 

你 们 是 世 界 的

光 。 建 造 在 山

上 的 城 是 无 法

遮盖起来的。。。。    

马太福音马太福音马太福音马太福音 5:145:145:145:14    

 

ZZZZacchaeus, come down immediately.  

I must stay at your house today. 

  Luke 19:5 (NIV) 

YYYYou are the light of the world. A city on a hill  

cannot be hidden. 

Matthew 5:14 (NI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