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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並尋求那 永遠常存, 有永恒價值的屬神品格 

Continuous forever,  Everlasting, Forever,  Abides forever 

事實是如此: 我們在世的日⼦子不能長存,卻很短暫 

(部分經⽂文) 
代上 29:15 我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與我們列祖⼀一樣．我們在世的日⼦子如影兒、不能長存。

〔或作沒有長存的指望〕 

詩 90:9 我們經過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們度盡的年歲、好像⼀一聲歎息。 

詩 90:10 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強壯可到⼋八⼗十歲．但其中所矜誇的、不過是勞苦愁

煩．轉眼成空、我們便如⾶飛⽽而去。 

詩 90:11 誰曉得你怒氣的權勢、誰按著你該受的敬畏曉得你的忿怒呢。 

詩 90:12 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 
 
 

所以要思想並尋求那 永遠常存,有永恒價值的屬神品格, 這是合神⼼心意

的,不是嗎?! 

 

有關神的永遠常存: 太古常存的 神, 耶穌, 不能震動的國, 神的道, 神的慈愛, 那將來的城, 

神的命令, 神所立的約, 耶和華的籌算. (也就是神, 神的國, 神的道,及神的屬性) 

 

有關⼈人的永遠常存: 敬畏神, 正直的⼼心, 遵⾏行 神旨意的, 忍耐, 無虧的良⼼心, 信⼼心, 盼望,

愛⼼心, 弟兄相愛的⼼心, 依靠聖靈所結的果⼦子, 傳福音所結的果⼦子. (也就是基督徒效法神屬性

及順服聖靈的果⼦子及品格) 
 

(A)有關神的永遠常存的部分經⽂文 
 

詩 33:10 耶和華使列國的籌算歸於無有、使眾民的思念無有功效。 

詩 33:11 耶和華的籌算永遠立定、他⼼心中的思念萬代常存。 

詩 33:12 以耶和華為 神的、那國是有福的．他所揀選為自⼰己產業的、那民是有福的。 

 

詩 52:1 〔以東⼈人多益來告訴掃羅說、⼤大衛到了亞希米勒家．那時、⼤大衛作這訓誨詩、交與伶長。〕勇⼠士阿、你為何以作惡自誇． 神

的慈愛是常存的。 

 

詩 55:16 ⾄至於我、我要求告 神．耶和華必拯救我。 

詩 55:17 我要晚上、早晨、晌午、哀聲悲歎．他也必聽我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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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 55:18 他救贖我命脫離攻擊我的⼈人、使我得享平安．因為與我相爭的⼈人甚多。 

詩 55:19 那沒有更變、不敬畏 神的⼈人、從太古常存的 神 (He who abides from of old)、
必聽見⽽而苦待他。 

 

傳 3:11  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

裡．〔永⽣生原⽂文作永遠〕然⽽而 神從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參透。 

傳 3:12 我知道世⼈人、莫強如終身喜樂⾏行善。 

傳 3:13 並且⼈人⼈人喫喝、在他⼀一切勞碌中享福．這也是 神的恩賜。 

傳 3:14 我知道 神⼀一切所作的、都必永存、無所增添、無所減少． 神這樣⾏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

敬畏的⼼心。 
 

賽 9:6 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他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 神、永在 的⽗父、

和平的君。 

賽 9:7 他的政權與平安必加增無窮．他必在⼤大衛的寶座上、治理他的國、以公平公義使國堅定穩固、從今直到永遠。 

萬軍之耶和華的熱⼼心、必成就這事。 

 

賽 40:25 那聖者說、你們將誰比我、叫他與我相等呢。 

賽 40:26 你們向上舉目、看誰創造這萬象、按數目領出、他⼀一⼀一稱其名．因他的權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連⼀一個都不缺。 

賽 40:27 雅各阿、你為何說、我的道路向耶和華隱藏．以⾊色列阿、你為何⾔言、我的冤屈 神並不查問。 

賽 40:28 你豈不曾知道麼、你豈不曾聽見麼、永在的 神耶和華、創造地極的主、並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無法測度。 

賽 40:29 疲乏的、他賜能⼒力．軟弱的、他加⼒力量． 

賽 40:30 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強壯的也必全然跌倒． 

賽 40:31 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

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 

 

但 6:26 現在我降旨曉諭我所統轄的全國⼈人民、要在但以理的 神面前、戰兢恐懼、因為他是永遠長存的活 

神、他的國永不敗壞、他的權柄永存無極． 
但 6:27 他護庇⼈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蹟奇事、救了但以理脫離獅⼦子的⼝口。 

 

但 6:26 現在我降旨曉諭我所統轄的全國⼈人民、要在但以理的 神面前、戰兢恐懼、因為他是永遠長存的活 

神、他的國永不敗壞、他的權柄永存無極． 
 

來 7:24 這位(耶穌)既是永遠常存 (continuous forever)  的、他祭司的職任、就長久不更換。 

來 7:25 凡靠著他進到 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為他是長遠活著、替他們祈求。 

來 7:26 像這樣聖潔、無邪惡、無玷污、遠離罪⼈人、⾼高過諸天的⼤大祭司、原是與我們合宜的。 

 



真神真道網   1-1-1God.org 

	   3	  

彼前 1:25 惟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傳給你們的福音就是這道。 

 

啟 1:4 約翰寫信給亞西亞的七個教會．但願從那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 神．和他寶座前的七靈． 

啟 1:5 並那誠實作見證的、從死裡首先復活、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穌基督．有恩惠平安歸與你們。他愛我們、用自⼰己的⾎血 使我

們脫離罪惡．〔脫離有古卷作洗去〕(triune God) 

啟 1:6 又使我們成為國民、作他⽗父 神的祭司．但願榮耀權能歸給他、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啟 1:7 看哪、他駕雲降臨．眾目要看見他、連刺他的⼈人也要看見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他哀哭。這話是真實的。阿們。 

啟 1:8 主 神說、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阿拉法俄梅戛乃希臘字母首末⼆二字〕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全能者。 

 

啟 4:8 四活物各有六個翅膀、遍體內外都滿了眼睛．他們晝夜不住的說、聖哉、聖哉、聖哉、主 神．是昔在今在以後永

在的全能者。 

啟 4:9 每逢四活物將榮耀、尊貴、感謝、歸給那坐在寶座上、活到永永遠遠者的時候、 

啟 4:10 那⼆二⼗十四位長老、就俯伏在坐寶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遠遠的、又把他們的冠冕放在寶座前、說、 

啟 4:11 我們的主、我們的 神、你是配得榮耀尊貴權柄的．因為你創造了萬物、並且萬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創造⽽而有的。 

  

(B) 有關⼈人的永遠常存的部分經⽂文 
 

林前 13:13 如今常存 (Now abide)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 

[1Co] 林前 14:1 你們要追求愛、也要切慕屬靈的恩賜、其中更要羨慕的、是作先知講道。〔原⽂文作是說預⾔言下同〕 

 

約 15:12 你們要彼此相愛、像我愛你們⼀一樣、這就是我的命令。 

約 15:13 ⼈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 

約 15:14 你們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 

約 15:15 以後我不再稱你們為僕⼈人．因僕⼈人不知道主⼈人所作的事．我乃稱你們為朋友．因我從我⽗父所聽

見的、已經都告訴你們了。 

約 15:16 不是你們揀選了我、是我揀選了你們、並且分派你們去結果⼦子、叫你們的果⼦子常存(your 

fruit shall  remain)．使你們奉我的名、無論向⽗父求甚麼、他就賜給你們。 

約 15:17 我這樣吩咐你們、是要叫你們彼此相愛。 
  

來 12:26 當時他的聲音震動了地．但如今他應許說、『再⼀一次我不單要震動地、還要震動天。』 

來 12:27 這再⼀一次的話、是指明被震動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動的常存 (may remain)。 

來 12:28 所以我們既得了不能震動的國、就當感恩、照 神所喜悅的、用虔誠敬畏的⼼心事奉 神。 

來 12:29 因為我們的 神乃是烈⽕火。 

來 13:1 你們務要常存(continue)弟兄相愛的⼼心。 

來 13:2 不可忘記用愛⼼心接待客旅．因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覺就接待了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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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13:9 你們不要被那諸般怪異的教訓勾引了去．因為⼈人⼼心靠恩得堅固纔是好的．並不是靠飲食．那在飲食上專⼼心的、從來沒有得著益

處。  
來 13:10 我們有⼀一祭壇、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帳幕中供職的⼈人不可同喫的。 

來 13:11 原來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帶⼊入聖所作贖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燒在營外。 

來 13:12 所以耶穌、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聖、也就在城門外受苦。 

來 13:13 這樣、我們也當出到營外就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 

來 13:14 我們在這裡本沒有常存的城(continuing city)、乃是尋求那將來的城。 

來 13:15 我們應當靠著耶穌、常常以頌讚為祭、獻給 神、這就是那承認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 

來 13:16 只是不可忘記⾏行善、和捐輸的事．因為這樣的祭、是 神所喜悅的。 

 

彼前 1:20 基督在創世以前、是預先被 神知道的、卻在這末世、纔為你們顯現． 

彼前 1:21 你們也因著他、信那叫他從死裡復活、又給他榮耀的 神、叫你們的信⼼心、和盼望、都在於 神。 

彼前 1:22 你們既因順從真理、潔淨了自⼰己的⼼心、以致愛弟兄沒有虛假、就當從⼼心裡彼此切實相愛．〔從⼼心裡有古卷作從清潔的⼼心〕 

彼前 1:23 你們蒙了重⽣生、不是由於能壞的種⼦子、乃是由於不能壞的種⼦子、是藉著 神活潑常存的道(the word of God 

which l ives and abides forever)。 

彼前 1:24 因為『凡有⾎血氣的、盡都如草、他的美榮、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乾、花必凋謝． 

彼前 1:25 惟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傳給你們的福音就是這道。 
 

約⼀一 2:12 小⼦子們哪、我寫信給你們、因為你們的罪藉著主名得了赦免。 

約⼀一 2:13 ⽗父老阿、我寫信給你們、因為你們認識那從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哪、我寫信給你們、因為你們勝了那惡者。小⼦子們哪、 我曾

寫信給你們、因為你們認識⽗父。 

約⼀一 2:14 ⽗父老阿、我曾寫信給你們、因為你們認識那從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哪、我曾寫信給你們、因為你們剛強、 神的道常

存 在你們⼼心裡、你們也勝了那惡者。 

約⼀一 2:15 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裡面了。 

約⼀一 2:16 因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並今⽣生的驕傲、都不是從⽗父來的、乃是

從世界來的。 

約⼀一 2:17 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惟獨遵⾏行 

神旨意的、是永遠常存 (abides forever)。 
 

約⼀一 2:27 你們從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們⼼心裡、並不用⼈人教訓你們．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訓你們．這恩膏是

真的、不是假的． 你們要按這恩膏的教訓、住在主裡面。 

約⼀一 2:28 小⼦子們哪、你們要住在主裡面．這樣、他若顯現、我們就可以坦然無懼．當他來的時候、在他面前也不⾄至於慚愧。 

約⼀一 2:29 你們若知道他是公義的、就知道凡⾏行公義之⼈人都是他所⽣生的。 

 

常存; 效法,結出,思念在神國常存的果⼦子(abide forever,  endure forever)  

詳細經⽂文 
路 21:8 耶穌說、你們要謹慎、不要受迷惑．因為將來有好些⼈人冒我的名來、說、我是基督．又說、時候近了．你們不要跟從他們。 

路 21:9 你們聽見打仗和擾亂的事、不要驚惶．因為這些事必須先有．只是末期不能立時就到。 

路 21:10 當時耶穌對他們說、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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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21:11 地要⼤大⼤大震動、多處必有饑荒瘟疫．又有可怕的異象、和⼤大神蹟、從天上顯現。 

 

路 21:12 但這⼀一切的事以先、⼈人要下⼿手拿住你們、逼迫你們、把你們交給會堂、並且收在監裡、又為我的名拉你們到君王諸侯面前。 

[Luk] 路 21:13 但這些事終必為你們的見證。 

[Luk] 路 21:14 所以你們當立定⼼心意、不要預先思想怎樣分訴． 

[Luk] 路 21:15 因為我必賜你們⼝口才智慧、是你們⼀一切敵⼈人所敵不住、駁不倒的。 

[Luk] 路 21:16 連你們的⽗父母、弟兄、親族、朋友、也要把你們交官．你們也有被他們害死的。 

[Luk] 路 21:17 你們要為我的名、被眾⼈人恨惡． 

[Luk] 路 21:18 然⽽而你們連⼀一根頭髮、也必不損壞。 

[Luk] 路 21:19 你們常存忍耐 (By your patience)、就必保全靈魂。〔或作必得⽣生命〕 

 

[Jhn] 約 15:9 我愛你們、正如⽗父愛我⼀一樣．你們要常在我的愛裡。 

[Jhn] 約 15:10 你們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愛裡．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愛裡。 

[Jhn] 約 15:11 這些事我已經對你們說了、是要叫我的喜樂、存在你們⼼心裡、並叫你們的喜樂可以滿⾜足。 

[Jhn] 約 15:12 你們要彼此相愛、像我愛你們⼀一樣、這就是我的命令。 

[Jhn] 約 15:13 ⼈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 

[Jhn] 約 15:14 你們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 

[Jhn] 約 15:15 以後我不再稱你們為僕⼈人．因僕⼈人不知道主⼈人所作的事．我乃稱你們為朋友．因我從我

⽗父所聽見的、已經都告訴你們了。 

[Jhn] 約 15:16 不是你們揀選了我、是我揀選了你們、並且分派你們去結果⼦子、叫你們的果⼦子常存

(your fruit shall  remain)．使你們奉我的名、無論向⽗父求甚麼、他就賜給你們。 

[Jhn] 約 15:17 我這樣吩咐你們、是要叫你們彼此相愛。 
 

[Act] 徒 24:14 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認、就是他們所稱為異端的道、我正按著那道事奉我祖宗的 神、又信合乎律法的、 

和先知書上⼀一切所記載的． 

[Act] 徒 24:15 並且靠著 神、盼望死⼈人、無論善惡、都要復活、就是他們自⼰己也有這個盼望。 

[Act] 徒 24:16 我因此自⼰己勉勵、對 神、對⼈人、常存 (always str ive) 無虧的良⼼心。 

 

[1Co] 林前 13:1 我若能說萬⼈人的⽅方⾔言、並天使的話語、卻沒有愛、我就成了鳴的鑼、響的鈸⼀一般。 

[1Co] 林前 13:2 我若有先知講道之能、也明白各樣的奧秘、各樣的知識．⽽而且有全備的信、叫我能夠移⼭山、卻沒有愛、我就算

不得甚麼。 

[1Co] 林前 13:3 我若將所有的賙濟窮⼈人、又捨⼰己身叫⼈人焚燒、卻沒有愛、仍然與我無益。 

[1Co] 林前 13:4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 

[1Co] 林前 13:5 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 

[1Co] 林前 13:6 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 

[1Co] 林前 13:7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1Co] 林前 13:8 愛是永不⽌止息．先知講道之能、終必歸於無有．說⽅方⾔言之能、終必停⽌止、知識也終必歸於無有。 

[1Co] 林前 13:9 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講的也有限． 

[1Co] 林前 13:10 等那完全的來到、這有限的必歸於無有了。 

[1Co] 林前 13:11 我作孩⼦子的時候、話語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丟棄了。 

[1Co] 林前 13:12 我們如今彷彿對著鏡⼦子觀看、模糊不清．〔模糊不清原⽂文作如同猜謎〕到那時、就要面對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

限．到那時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樣。 

[1Co] 林前 13:13 如今常存 (Now abide)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 



真神真道網   1-1-1God.org 

	   6	  

 [1Co] 林前 14:1 你們要追求愛、也要切慕屬靈的恩賜、其中更要羨慕的、是作先知講道。〔原⽂文作是說預⾔言下同〕 

 

[1Ti] 提前  1:18 我兒提摩太阿、我照從前指著你的預⾔言、將這命令交託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 

[1Ti] 提前  1:19 常存(Having)信⼼心、和無虧的良⼼心．有⼈人丟棄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壞了⼀一般。 

[1Ti] 提前  1:20 其中有許米乃和亞⼒力⼭山⼤大．我已經把他們交給撒但、使他們受責罰、就不再謗瀆了。 

 

[1Ti] 提前  2:8 我願男⼈人無忿怒、無爭論、〔爭論或作疑惑〕舉起聖潔的⼿手、隨處禱告。 
I desire therefore that the men pray everywhere, l ifting up holy hands, with wrath and 

doubting. 
[1Ti]  提前  2:9 又願⼥女⼈人廉恥、自守、以正派衣裳為妝飾、不以編髮、黃⾦金、珍珠、和貴價的衣裳為妝飾． 

[1Ti] 提前  2:10 只要有善⾏行．這纔與自稱是敬 神的⼥女⼈人相宜。 

[1Ti] 提前  2:11 ⼥女⼈人要沉靜學道、⼀一味的順服。 

[1Ti] 提前  2:12 我不許⼥女⼈人講道、也不許他轄管男⼈人、只要沉靜。 

[1Ti] 提前  2:13 因為先造的是亞當、後造的是夏娃。 

[1Ti] 提前  2:14 且不是亞當被引誘、乃是⼥女⼈人被引誘、陷在罪裡。 

[1Ti] 提前  2:15 然⽽而⼥女⼈人若常存(continue in)信⼼心愛⼼心、又聖潔自守、就必在⽣生產上得救。 

 

[Tit]  多 3:1 你要提醒眾⼈人、叫他們順服作官的、掌權的、遵他的命、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Tit]  多 3:2 不要毀謗、不要爭競、總要和平、向眾⼈人⼤大顯溫柔。 

[Tit] 多 3:3 我們從前也是無知、悖逆、受迷惑、服事各樣私慾和宴樂、常存惡毒〔或作陰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 

[Tit] 多 3:4 但到了 神我們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愛顯明的時候、 

[Tit]  多 3:5 他便救了我們、並不是因我們自⼰己所⾏行的義、乃是照他的憐憫、藉著重⽣生的洗、和聖靈的更新。 

[Tit]  多 3:6 聖靈就是 神藉著耶穌基督我們救主、厚厚澆灌在我們身上的．(Trion God present at the same time) 

[Tit]  多 3:7 好叫我們因他的恩得稱為義、可以憑著永⽣生的盼望成為後嗣。〔或作可以憑著盼望承受永⽣生〕 

 

[Heb] 來 7:20 再者、耶穌為祭司、並不是不起誓立的。 

[Heb] 來 7:21 ⾄至於那些祭司、原不是起誓立的、只有耶穌是起誓立的．因為那立他的對他說、『主起了誓決不後悔、你是永遠為祭

司。』 

[Heb] 來 7:22 既是起誓立的、耶穌就作了更美之約的中保。 

[Heb] 來 7:23 那些成為祭司的、數目本來多、是因為有死阻隔不能長久． 

[Heb] 來 7:24 這位(耶穌)既是永遠常存(continuous forever)的、他祭司的職任、就長久不更換。 

[Heb] 來 7:25 凡靠著他進到 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為他是長遠活著、替他們祈求。 

[Heb] 來 7:26 像這樣聖潔、無邪惡、無玷污、遠離罪⼈人、⾼高過諸天的⼤大祭司、原是與我們合宜的。 

[Heb] 來 7:27 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須先為自⼰己的罪、後為百姓的罪獻祭、因為他只⼀一次將自⼰己獻上、就把這事成全了。 

[Heb] 來 7:28 律法本是立軟弱的⼈人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後起誓的話、是立兒⼦子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遠的。 

 

[Heb] 來 12:22 你們乃是來到錫安⼭山、永⽣生 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裡有千萬的天使、 

 

[Heb] 來 12:23 有名錄在天上諸長⼦子之會所共聚的總會、有審判眾⼈人的 神、和被成全之義⼈人的靈魂、 

[Heb] 來 12:24 並新約的中保耶穌、以及所灑的⾎血．這⾎血所說的比亞伯的⾎血所說的更美。 

[Heb] 來 12:25 你們總要謹慎、不可棄絕那向你們說話的．因為那些棄絕在地上警戒他們的、尚且不能逃罪、何況我們違背那從天上警戒

我們的呢。 

[Heb] 來 12:26 當時他的聲音震動了地．但如今他應許說、『再⼀一次我不單要震動地、還要震動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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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 來 12:27 這再⼀一次的話、是指明被震動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動的常存 (may remain)。 

[Heb] 來 12:28 所以我們既得了不能震動的國、就當感恩、照 神所喜悅的、用虔誠敬畏的⼼心事奉 神。 

[Heb] 來 12:29 因為我們的 神乃是烈⽕火。 

[Heb] 來 13:1 你們務要常存 (continue) 弟兄相愛的⼼心。 

[Heb] 來 13:2 不可忘記用愛⼼心接待客旅．因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覺就接待了天使。 
 

[Heb] 來 13:9 你們不要被那諸般怪異的教訓勾引了去．因為⼈人⼼心靠恩得堅固纔是好的．並不是靠飲食．那在飲食上專⼼心的、從來沒有得

著益處。  
[Heb] 來 13:10 我們有⼀一祭壇、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帳幕中供職的⼈人不可同喫的。 

[Heb] 來 13:11 原來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帶⼊入聖所作贖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燒在營外。 

[Heb] 來 13:12 所以耶穌、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聖、也就在城門外受苦。 

[Heb] 來 13:13 這樣、我們也當出到營外就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 

[Heb] 來 13:14 我們在這裡本沒有常存的城(continuing city)、乃是尋求那將來的城。 

[Heb] 來 13:15 我們應當靠著耶穌、常常以頌讚為祭、獻給 神、這就是那承認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 

[Heb] 來 13:16 只是不可忘記⾏行善、和捐輸的事．因為這樣的祭、是 神所喜悅的。 

 

[1Pe] 彼前 1:20 基督在創世以前、是預先被 神知道的、卻在這末世、纔為你們顯現． 

[1Pe] 彼前 1:21 你們也因著他、信那叫他從死裡復活、又給他榮耀的 神、叫你們的信⼼心、和盼望、都在於 神。 

[1Pe] 彼前 1:22 你們既因順從真理、潔淨了自⼰己的⼼心、以致愛弟兄沒有虛假、就當從⼼心裡彼此切實相愛．〔從⼼心裡有古卷作從清潔的⼼心〕 

[1Pe] 彼前 1:23 你們蒙了重⽣生、不是由於能壞的種⼦子、乃是由於不能壞的種⼦子、是藉著 神活潑常存的道(the word of God 

which l ives and abides forever)。 

[1Pe] 彼前 1:24 因為『凡有⾎血氣的、盡都如草、他的美榮、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乾、花必凋謝． 

[1Pe] 彼前 1:25 惟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傳給你們的福音就是這道。 
 

[1Jn] 約⼀一 2:12 小⼦子們哪、我寫信給你們、因為你們的罪藉著主名得了赦免。 

[1Jn] 約⼀一 2:13 ⽗父老阿、我寫信給你們、因為你們認識那從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哪、我寫信給你們、因為你們勝了那惡者。小⼦子們哪、 

我曾寫信給你們、因為你們認識⽗父。 

[1Jn] 約⼀一 2:14 ⽗父老阿、我曾寫信給你們、因為你們認識那從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哪、我曾寫信給你們、因為你們剛強、 神的道

常存 在你們⼼心裡、你們也勝了那惡者。 

[1Jn] 約⼀一 2:15 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裡面了。 

[1Jn] 約⼀一 2:16 因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並今⽣生的驕傲、都不是從⽗父來的、

乃是從世界來的。 

[1Jn] 約⼀一 2:17 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惟獨遵⾏行 神旨意

的、是永遠常存(abides forever)。 
[1Jn] 約⼀一 2:18 小⼦子們哪、如今是末時了．你們曾聽見說、那敵基督的要來、現在已經有好些敵基督的出來了．從此我們就知道 如今是

末時了。 

[1Jn] 約⼀一 2:19 他們從我們中間出去、卻不是屬我們的．若是屬我們的、就必仍舊與我們同在．他們出去、顯明都不是屬我們的。 

[1Jn] 約⼀一 2:20 你們從那聖者受了恩膏、並且知道這⼀一切的事。〔或作都有知識〕 

[1Jn] 約⼀一 2:21 我寫信給你們、不是因你們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你們知道、並且知道沒有虛謊是從真理出來的。 

[1Jn] 約⼀一 2:22 誰是說謊話的呢．不是那不認耶穌為基督的麼．不認⽗父與⼦子的、這就是敵基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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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n] 約⼀一 2:23 凡不認⼦子的就沒有⽗父．認⼦子的連⽗父也有了。  

[1Jn] 約⼀一 2:24 論到你們、務要將那從起初所聽見的常存在⼼心裡．若將從起初所聽見的存在⼼心裡、你們就必住在⼦子裡面、也必住在⽗父

裡面。 

[1Jn] 約⼀一 2:25 主所應許我們的就是永⽣生。 

[1Jn] 約⼀一 2:26 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是指著那引誘你們的⼈人說的。 

[1Jn] 約⼀一 2:27 你們從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們⼼心裡、並不用⼈人教訓你們．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訓你們．這恩

膏是真的、不是假的． 你們要按這恩膏的教訓、住在主裡面。 

[1Jn] 約⼀一 2:28 小⼦子們哪、你們要住在主裡面．這樣、他若顯現、我們就可以坦然無懼．當他來的時候、在他面前也不⾄至於慚愧。 

[1Jn] 約⼀一 2:29 你們若知道他是公義的、就知道凡⾏行公義之⼈人都是他所⽣生的。 

 

[1Ch] 代上 29:10 所以⼤大衛在會眾面前稱頌耶和華、說、耶和華我們的⽗父、以⾊色列的 神是應當稱頌、直到永永遠遠的。 

[1Ch] 代上 29:11 耶和華阿、尊⼤大、能⼒力、榮耀、強勝、威嚴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國度、也是你的．並且你為⾄至⾼高、為

萬有之首。 

[1Ch] 代上 29:12 豐富尊榮都從你⽽而來、你也治理萬物．在你⼿手裡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強盛都出於你。 

[1Ch] 代上 29:13 我們的 神阿、現在我們稱謝你、讚美你榮耀之名。 

[1Ch] 代上 29:14 我算甚麼、我的民算甚麼、竟能如此樂意奉獻．因為萬物都從你⽽而來、我們把從你⽽而得的獻給你。 

[1Ch] 代上 29:15 我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與我們列祖⼀一樣．我們在世的日⼦子如影兒、不能長

存。〔或作沒有長存的指望〕 
[1Ch] 代上 29:16 耶和華我們的 神阿、我們預備這許多材料、要為你的聖名建造殿宇、都是從你⽽而來、都是屬你的。 

[1Ch] 代上 29:17 我的 神阿、我知道你察驗⼈人⼼心、喜悅正直。我以正直的⼼心樂意獻上這⼀一切物．現在我喜歡見你的民、在這裡都樂意奉

獻與你。 

[1Ch] 代上 29:18 耶和華我們列祖亞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 神阿、求你使你的民、常存這樣的⼼心思意念、堅定他們的⼼心歸向你． 

[1Ch] 代上 29:19 又求你賜我兒⼦子所羅門誠實的⼼心、遵守你的命令、法度、律例、成就這⼀一切的事、用我所預備的建造殿宇。 

[1Ch] 代上 29:20 ⼤大衛對全會眾說、你們應當稱頌耶和華你們的 神。於是會眾稱頌耶和華他們列祖的 神、低頭拜耶和華與王。 

[1Ch] 代上 29:21 次日、他們向耶和華獻平安祭和燔祭、就是獻公⽜牛⼀一千隻、公綿⽺羊⼀一千隻、⽺羊羔⼀一千隻、並同獻的奠祭．又為以⾊色列眾

⼈人獻許多的祭．那日他們在耶和華面前喫喝、⼤大⼤大歡樂。 

[1Ch] 代上 29:22 他們奉耶和華的命、再膏⼤大衛的兒⼦子所羅門作王、又膏撒督作祭司。 

[1Ch] 代上 29:23 於是所羅門坐在耶和華所賜的位上、接續他⽗父親⼤大衛作王、萬事亨通．以⾊色列眾⼈人也都聽從他。 

[1Ch] 代上 29:24 眾首領和勇⼠士、並⼤大衛王的眾⼦子、都順服所羅門王。 

[1Ch] 代上 29:25 耶和華使所羅門在以⾊色列眾⼈人眼前甚為尊⼤大、極其威嚴、勝過在他以前的以⾊色列王。 

 

[Job] 伯 15:20 惡⼈人⼀一⽣生之日、劬勞痛苦、強暴⼈人⼀一⽣生的年數、也是如此。 

[Job] 伯 15:21 驚嚇的聲音常在他耳中．在平安時搶奪的必臨到他那裡。 

[Job] 伯 15:22 他不信自⼰己能從⿊黑暗中轉回．他被⼑刀劍等候。 

[Job] 伯 15:23 他漂流在外求食、說、那裡有食物呢．他知道⿊黑暗的日⼦子在他⼿手邊預備好了。 

[Job] 伯 15:24 急難困苦叫他害怕、⽽而且勝了他、好像君王預備上陣⼀一樣。 

[Job] 伯 15:25 他伸⼿手攻擊 神、以驕傲攻擊全能者、 

[Job] 伯 15:26 挺著頸項、用盾牌的厚凸面、向全能者直闖、 

[Job] 伯 15:27 是因他的臉蒙上脂油、腰積成肥⾁肉。 

[Job] 伯 15:28 他曾住在荒涼城⾢邑、無⼈人居住將成亂堆的房屋。 

[Job] 伯 15:29 他不得富⾜足、財物不得常存、產業在地上也不加增。 

[Job] 伯 15:30 他不得出離⿊黑暗．⽕火焰要將他的枝⼦子燒乾、因 神⼝口中的氣、他要滅亡．〔滅亡原⽂文作⾛走去〕 

 

[Psm] 詩 33:10 耶和華使列國的籌算歸於無有、使眾民的思念無有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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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m] 詩 33:11 耶和華的籌算永遠立定、他⼼心中的思念萬代常存。 

[Psm] 詩 33:12 以耶和華為 神的、那國是有福的．他所揀選為自⼰己產業的、那民是有福的。 

[Psm] 詩 52:1 〔以東⼈人多益來告訴掃羅說、⼤大衛到了亞希米勒家．那時、⼤大衛作這訓誨詩、交與伶長。〕勇⼠士阿、你為何以作惡自

誇． 神的慈愛是常存的。 

 

[Psm] 詩 55:16 ⾄至於我、我要求告 神．耶和華必拯救我。 

[Psm] 詩 55:17 我要晚上、早晨、晌午、哀聲悲歎．他也必聽我的聲音。 

[Psm] 詩 55:18 他救贖我命脫離攻擊我的⼈人、使我得享平安．因為與我相爭的⼈人甚多。 

[Psm] 詩 55:19 那沒有更變、不敬畏 神的⼈人、從太古常存的 神 (He who abides from of 

old)、必聽見⽽而苦待他。 

[Psm] 詩 55:20 他背了約、伸⼿手攻擊與他和好的⼈人。 

[Psm] 詩 55:21 他的⼝口如奶油光滑、他的⼼心卻懷著爭戰。他的話比油柔和、其實是拔出來的⼑刀。 

[Psm] 詩 55:22 你要把你的重擔卸給耶和華、他必撫養你．他永不叫義⼈人動搖。 
 

[Psm] 詩 119:96 我看萬事盡都有限．惟有你的命令、極其寬廣。 

[Psm] 詩 119:97 我何等愛慕你的律法、終日不住地思想。 

[Psm] 詩 119:98 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裡、使我比仇敵有智慧。 

[Pro] 箴 28:12 義⼈人得志有⼤大榮耀．惡⼈人興起⼈人就躲藏。 

 

[Pro] 箴 28:13 遮掩自⼰己罪過的、必不亨通．承認離棄罪過的、必蒙憐恤。 

[Pro] 箴 28:14 常存敬畏的、便為有福．⼼心存剛硬的、必陷在禍患裡。 

 

[Mal] 瑪 2:1 眾祭司阿、這誡命是傳給你們的。 

[Mal] 瑪 2:2 萬軍之耶和華說、你們若不聽從、也不放在⼼心上、將榮耀歸與我的名、我就使咒詛臨到你們、使你們的福分變為

咒詛．因你們不把誡命放在⼼心上、我已經咒詛你們了。 

[Mal] 瑪 2:3 我必斥責你們的種⼦子、又把你們犧牲的糞、抹在你們的臉上．你們要與糞⼀一同除掉。 

[Mal] 瑪 2:4 你們就知道我傳這誡命給你們、使我與利未〔或作利未⼈人〕所立的約、可以常存．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 

[Mal] 瑪 2:5 我曾與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約．我將這兩樣賜給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懼怕我的名。 

[Mal] 瑪 2:6 真實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裡沒有不義的話．他以平安和正直與我同⾏行、使多⼈人回頭離開罪孽。 

 

永在 
[Rev] 啟 1:1 耶穌基督的啟示、就是 神賜給他、叫他將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眾僕⼈人．他就差遣使者、曉諭他的僕⼈人約翰． 

[Rev] 啟 1:2 約翰便將 神的道、和耶穌基督的見證、凡自⼰己所看見的、都證明出來。 

[Rev] 啟 1:3 念這書上預⾔言的、和那些聽見又遵守其中所記載的、都是有福的．因為日期近了。 

[Rev] 啟 1:4 約翰寫信給亞西亞的七個教會．但願從那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 神．和他寶座前的七靈． 

[Rev] 啟 1:5 並那誠實作見證的、從死裡首先復活、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穌基督．有恩惠平安歸與你們。他愛我們、用自⼰己的

⾎血 使我們脫離罪惡．〔脫離有古卷作洗去〕(triune God) 

[Rev] 啟 1:6 又使我們成為國民、作他⽗父 神的祭司．但願榮耀權能歸給他、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Rev] 啟 1:7 看哪、他駕雲降臨．眾目要看見他、連刺他的⼈人也要看見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他哀哭。這話是真實的。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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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 啟 1:8 主 神說、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阿拉法俄梅戛乃希臘字母首末⼆二字〕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全能者。 

 

[Rev] 啟 4:1 此後、我觀看、見天上有門開了、我初次聽見好像吹號的聲音、對我說、你上到這裡來、我要將以後必成的事指示你。 

[Rev] 啟 4:2 我立刻被聖靈感動、見有⼀一個寶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寶座上． 

[Rev] 啟 4:3 看那坐著的、好像碧⽟玉和紅寶⽯石．又有虹圍著寶座、好像綠寶⽯石。 

[Rev] 啟 4:4 寶座的周圍、又有⼆二⼗十四個座位、其上坐著⼆二⼗十四位長老、身穿白衣、頭上戴著⾦金冠冕。 

[Rev] 啟 4:5 有閃電、聲音、雷轟、從寶座中發出。又有七盞⽕火燈在寶座前點著、這七燈就是 神的七靈。 

[Rev] 啟 4:6 寶座前好像⼀一個玻璃海如同⽔水晶．寶座中、和寶座周圍有四個活物、前後遍體都滿了眼睛。 

[Rev] 啟 4:7 第⼀一個活物像獅⼦子、第⼆二個像⽜牛犢、第三個臉面像⼈人、第四個像⾶飛鷹。 

[Rev] 啟 4:8 四活物各有六個翅膀、遍體內外都滿了眼睛．他們晝夜不住的說、聖哉、聖哉、聖哉、主 神．是昔在今在以後

永在的全能者。 

[Rev] 啟 4:9 每逢四活物將榮耀、尊貴、感謝、歸給那坐在寶座上、活到永永遠遠者的時候、 

[Rev] 啟 4:10 那⼆二⼗十四位長老、就俯伏在坐寶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遠遠的、又把他們的冠冕放在寶座前、說、 

[Rev] 啟 4:11 我們的主、我們的 神、你是配得榮耀尊貴權柄的．因為你創造了萬物、並且萬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創造⽽而有的。 

 

[2Ch] 代下 7:14 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禱告、尋求我的面、轉離他們的惡⾏行．我必從天上垂聽、赦免他們的罪醫治

他們的地。 

[2Ch] 代下 7:15 我必睜眼看、側耳聽、在此處所獻的禱告。 

[2Ch] 代下 7:16 現在我已選擇這殿、分別為聖、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裡。 

[2Ch] 代下 7:17 你若在我面前效法你⽗父⼤大衛所⾏行的、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謹守我的律例典章． 

[2Ch] 代下 7:18 我就必堅固你的國位、正如我與你⽗父⼤大衛所立的約、說、你的⼦子孫必不斷⼈人作以⾊色列的王。 

[2Ch] 代下 7:19 倘若你們轉去丟棄我指示你們的律例誡命、去事奉敬拜別神． 

[2Ch] 代下 7:20 我就必將以⾊色列⼈人從我賜給他們的地上拔出根來、並且我為⼰己名所分別為聖的殿、也必捨棄不顧、使他在萬民中作笑談、

被譏誚。 

 

[Isa] 賽 9:6 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他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 神、永在
的⽗父、和平的君。 

[Isa] 賽 9:7 他的政權與平安必加增無窮．他必在⼤大衛的寶座上、治理他的國、以公平公義使國堅定穩固、從今直到永遠。 

萬軍之耶和華的熱⼼心、必成就這事。 

 

[Isa] 賽 40:25 那聖者說、你們將誰比我、叫他與我相等呢。 

[Isa] 賽 40:26 你們向上舉目、看誰創造這萬象、按數目領出、他⼀一⼀一稱其名．因他的權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連⼀一個都不缺。 

[Isa] 賽 40:27 雅各阿、你為何說、我的道路向耶和華隱藏．以⾊色列阿、你為何⾔言、我的冤屈 神並不查問。 

[Isa] 賽 40:28 你豈不曾知道麼、你豈不曾聽見麼、永在的 神耶和華、創造地極的主、並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無法測度。 

[Isa] 賽 40:29 疲乏的、他賜能⼒力．軟弱的、他加⼒力量． 

[Isa] 賽 40:30 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強壯的也必全然跌倒． 

[Isa] 賽 40:31 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

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 
 
永存 

[2Sa] 撒下 7:25 耶和華 神阿、你所應許僕⼈人、和僕⼈人家的話、求你堅定直到永遠．照你所說的⽽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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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a] 撒下 7:26 願⼈人永遠尊你的名為⼤大、說萬軍之耶和華是治理以⾊色列的 神．這樣、你僕⼈人⼤大衛的家必在你面前堅立。 

[2Sa] 撒下 7:27 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阿、因你啟示你的僕⼈人、說、我必為你建立家室、所以僕⼈人⼤大膽向你如此祈禱。 

[2Sa] 撒下 7:28 主耶和華阿、惟有你是 神．你的話是真實的、你也應許將這福氣賜給僕⼈人。 

[2Sa] 撒下 7:29 現在求你賜福與僕⼈人的家、可以永存在你面前．主耶和華阿、這是你所應許的、願你永遠賜福與僕⼈人的家。 

[2Sa] 撒下 8:1 此後⼤大衛攻打非利⼠士⼈人、把他們治服．從他們⼿手下奪取了京城的權柄。〔原⽂文作母城的嚼環〕 

 

[1Ch] 代上 17:23 耶和華阿、你所應許僕⼈人和僕⼈人家的話、求你堅定、直到永遠、照你所說的⽽而⾏行。 

[1Ch] 代上 17:24 願你的名永遠堅立、被尊為⼤大、說、萬軍之耶和華是以⾊色列的 神．是治理以⾊色列的 神。這樣、你僕⼈人⼤大衛的家、

必在你面前堅立。 

[1Ch] 代上 17:25 我的 神阿、因你啟示僕⼈人說、我必為你建立家室、所以僕⼈人⼤大膽在你面前祈禱． 

[1Ch] 代上 17:26 耶和華阿、惟有你是 神、你也應許將這福氣賜給僕⼈人． 

[1Ch] 代上 17:27 現在你喜悅賜福與僕⼈人的家、可以永存在你面前．耶和華阿、你已經賜福、還要賜福到永遠。 

[1Ch] 代上 18:1 此後、⼤大衛攻打非利⼠士⼈人、把他們治服、從他們⼿手下奪取了迦特、和屬迦特的村莊． 

[1Ch] 代上 18:2 又攻打摩押、摩押⼈人就歸服⼤大衛、給他進貢。 

 

[Psm] 詩 49:5 在患難的日⼦子、奸惡隨我腳跟、四面環繞我、我何必懼怕。 

[Psm] 詩 49:6 那些倚仗財貨自誇錢財多的⼈人、 

[Psm] 詩 49:7 ⼀一個也無法贖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將贖價給 神、 

[Psm] 詩 49:8 叫他長遠活著、不見朽壞．因為贖他⽣生命的價值極貴、只可永遠罷休． 

[Psm] 詩 49:9 見上節 

[Psm] 詩 49:10 他必見智慧⼈人死．又見愚頑⼈人和畜類⼈人、⼀一同滅亡、將他們的財貨留給別⼈人。 

[Psm] 詩 49:11 他們⼼心裡思想、他們的家室必永存、住宅必留到萬代．他們以自⼰己的名、稱自⼰己的地。 

[Psm] 詩 49:12 但⼈人居尊貴中不能長久、如同死亡的畜類⼀一樣。 

[Psm] 詩 49:13 他們⾏行的這道、本為自⼰己的愚昧．但他們以後的⼈人、還佩服他們的話語。〔細拉〕 

[Psm] 詩 49:14 他們如同⽺羊群派定下陰間．死亡必作他們的牧者．到了早晨、正直⼈人必管轄他們．他們的美容、必被陰間所滅、以致無處

可存。 

 

[Psm] 詩 78:65 那時主像世⼈人睡醒、像勇⼠士飲酒呼喊。 

[Psm] 詩 78:66 他就打退了他的敵⼈人、叫他們永蒙羞辱。 

[Psm] 詩 78:67 並且他棄掉約瑟的帳棚、不揀選以法蓮支派、 

[Psm] 詩 78:68 卻揀選猶⼤大支派、他所喜愛的錫安⼭山． 

[Psm] 詩 78:69 蓋造他的聖所、好像⾼高峰、又像他建立永存之地。 

[Psm] 詩 78:70 又揀選他的僕⼈人⼤大衛、從⽺羊圈中將他召來． 

[Psm] 詩 78:71 叫他不再跟從那些帶奶的母⽺羊、為要牧養自⼰己的百姓雅各、和自⼰己的產業以⾊色列。 

[Psm] 詩 78:72 於是他按⼼心中的純正、牧養他們、用⼿手中的巧妙、引導他們。 

 

[Ecc] 傳 3:11  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

裡．〔永⽣生原⽂文作永遠〕然⽽而 神從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參透。 

[Ecc] 傳 3:12 我知道世⼈人、莫強如終身喜樂⾏行善。 

[Ecc] 傳 3:13 並且⼈人⼈人喫喝、在他⼀一切勞碌中享福．這也是 神的恩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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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c] 傳 3:14 我知道 神⼀一切所作的、都必永存、無所增添、無所減少． 神這樣⾏行、是要⼈人在他面

前存敬畏的⼼心。 
 

[Isa] 賽 32:7 吝嗇⼈人所用的法⼦子是惡的．他圖謀惡計、用謊⾔言毀滅謙卑⼈人．窮乏⼈人講公理的時候、他也是這樣⾏行。 

[Isa] 賽 32:8 ⾼高明⼈人卻謀⾼高明事、在⾼高明事上、也必永存。 

 

[Jer] 耶 5:22 耶和華說、你們怎麼不懼怕我呢．我以永遠的定例、用沙為海的界限、⽔水不得越過．因此、你們在我面前還不戰兢麼。

波浪雖然翻騰、卻不能踰越．雖然匉訇、卻不能過去。 

[Jer] 耶 5:23 但這百姓有背叛忤逆的⼼心．他們叛我⽽而去。 

[Jer] 耶 5:24 ⼼心內也不說、我們應當敬畏耶和華我們的 神．他按時賜雨、就是秋雨春雨．又為我們定收割的節令、永存不廢。 

 

[Dan] 但 6:25 那時⼤大利烏王傳旨、曉諭住在全地、各⽅方各國各族的⼈人、說、願你們⼤大享平安． 

[Dan] 但 6:26 現在我降旨曉諭我所統轄的全國⼈人民、要在但以理的 神面前、戰兢恐懼、因為他是永遠長存的

活 神、他的國永不敗壞、他的權柄永存無極． 
[Dan] 但 6:27 他護庇⼈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蹟奇事、救了但以理脫離獅⼦子的⼝口。 

[Dan] 但 6:28 如此、這但以理當⼤大利烏王在位的時候、和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時候、⼤大享亨通。  

 

[Luk] 路 16:1 耶穌又對門徒說、有⼀一個財主的管家．別⼈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費主⼈人的財物。 

[Luk] 路 16:2 主⼈人叫他來、對他說、我聽見你這事怎麼樣呢．把你所經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作我的管家。 

[Luk] 路 16:3 那管家⼼心裡說、主⼈人辭我、不用我再作管家、我將來作甚麼．鋤地呢、無⼒力．討飯呢、怕羞。 

[Luk] 路 16:4 我知道怎麼⾏行、好叫⼈人在我不作管家之後、接我到他們家裡去。 

[Luk] 路 16:5 於是把⽋欠他主⼈人債的、⼀一個⼀一個的叫了來、問頭⼀一個說、你⽋欠我主⼈人多少． 

[Luk] 路 16:6 他說、⼀一百簍油．〔每簍約五⼗十⽄斤〕管家說、拿你的賬快坐下寫五⼗十。 

[Luk] 路 16:7 又問⼀一個說、你⽋欠多少．他說、⼀一百⽯石麥⼦子．管家說、拿你的賬寫⼋八⼗十。 

[Luk] 路 16:8 主⼈人就誇獎這不義的管家作事聰明．因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較比光明之⼦子、更加聰明。 

[Luk] 路 16:9 我又告訴你們、要藉著那不義的錢財、結交朋友．到了錢財無用的時候、他們可以接你們到永存的帳幕裡去。 

[Luk] 路 16:10 ⼈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義、在⼤大事上也不義。 

[Luk] 路 16:11 倘若你們在不義的錢財上不忠⼼心、誰還把那真實的錢財託付你們呢。 

[Luk] 路 16:12 倘若你們在別⼈人的東西上不忠⼼心、誰還把你們自⼰己的東西給你們呢。 

[Luk] 路 16:13 ⼀一個僕⼈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你們不能又事奉 神、又事奉瑪門。 

[Luk] 路 16:14 法利賽⼈人是貪愛錢財的、他們聽見這⼀一切話、就嗤笑耶穌。 

[Luk] 路 16:15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是在⼈人面前自稱為義的．你們的⼼心、 神卻知道．因為⼈人所尊貴的是 神看為可憎惡的。 

 

[Jhn] 約 12:31 現在這世界受審判．這世界的王要被趕出去。 

[Jhn] 約 12:32 我若從地上被舉起來、就要吸引萬⼈人來歸我。 
[Jhn] 約 12:33 耶穌這話原是指著自⼰己將要怎樣死說的。 

[Jhn] 約 12:34 眾⼈人回答說、我們聽見律法上有話說基督是永存的．你怎麼說⼈人⼦子必須被舉起來呢．這⼈人⼦子是誰呢。 

[Jhn] 約 12:35 耶穌對他們說、光在你們中間、還有不多的時候、應當趁著有光⾏行⾛走、免得⿊黑暗臨到你們．那在⿊黑暗裡⾏行⾛走的、不知道往

何處去。 

[Jhn] 約 12:36 你們應當趁著有光、信從這光、使你們成為光明之⼦子。耶穌說了這話、就離開他們、隱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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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o] 林後 5:1 我們原知道、我們這地上的帳棚若拆毀了、必得 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 

[2Co] 林後 5:2 我們在這帳棚裡歎息、深想得那從天上來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 

[2Co] 林後 5:3 倘若穿上、被遇見的時候就不⾄至於赤身了。 

[2Co] 林後 5:4 我們在這帳棚裡、歎息勞苦、並非願意脫下這個、乃是願意穿上那個、好叫這必死的被⽣生命吞滅了。 

[2Co] 林後 5:5 為此培植我們的就是 神、他又賜給我們聖靈作憑據。〔原⽂文作質〕 

 

[1Pe] 彼前 1:20 基督在創世以前、是預先被 神知道的、卻在這末世、纔為你們顯現． 

[1Pe] 彼前 1:21 你們也因著他、信那叫他從死裡復活、又給他榮耀的 神、叫你們的信⼼心、和盼望、都在於 神。 

[1Pe] 彼前 1:22 你們既因順從真理、潔淨了自⼰己的⼼心、以致愛弟兄沒有虛假、就當從⼼心裡彼此切實相愛．〔從⼼心裡有古卷作從清潔的⼼心〕 

[1Pe] 彼前 1:23 你們蒙了重⽣生、不是由於能壞的種⼦子、乃是由於不能壞的種⼦子、是藉著 神活潑常存的道。 

[1Pe] 彼前 1:24 因為『凡有⾎血氣的、盡都如草、他的美榮、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乾、花必凋謝． 

[1Pe] 彼前 1:25 惟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傳給你們的福音就是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