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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初已有道在，且
道与 神在一起，
这道就是 神。
约翰福音一章一节

生命在祂里面，这
生命乃是人的光。

约翰福音一章四节

下面是从 圣经中摘录
的 全能全知全在 永活
真 神的 宝贝真理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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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说：我乃是世界
的光，跟从我的，绝
不在黑暗里走，必
要得着生命的光。

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

耶稣说：我就是 道
路，真理，生命；若
不籍着我，就没有人

能到 父那里去。
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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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若渴了，可以到我
这里来喝。信靠我

的人，就如圣经上所
说：从他的腹中，要
流 出活水的江河来。

约翰福音七章 三十七至三十八节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
以到我这里来，我就
使你们大得安息。因
为 我的轭是容易的，
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马太福音十一章 二十八；三十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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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啊！开恩可怜
我这个罪人。

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三节

罪的工价就是死，唯
有 神的恩赐，在我们
的主耶稣基督里 乃

是永远的生命。
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耶稣说：阿门！阿
门！我告诉你：人若
不从上面完全新生 就

不能见 神的国。
约翰福音三章三节

你不要因我对你说：
你们必须从上面新生 
就感到迷惑不解。

约翰福音三章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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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应当悔改归正，
使你们的罪孽得以涂

抹，这样，安舒的日子
就必从 主面前到来。

使徒行传三章十九节

凡接待祂的，就是信靠祂
名的人，祂就赐给他们
权柄作 神的儿女，这等
人既不是 从人的意愿生

的，也不是从肉体的情欲 
生的，乃是从 神生的。

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至十三节

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孽，
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孽，
以致洁净我们，使我们
脱离一切的枉道不义。

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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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门，阿门！我告诉你
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
来者的，就有永远的生

命；并且不会受审判，因
为他已经 出死入生了。

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

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的 
独生爱子，赐给他们，叫
一切信祂的，不至灭亡，

反得到 永远的生命。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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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为我们的过犯 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 压伤；
因祂受的刑罚，我们
得平安；因祂受的鞭
伤，我们得医治。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五节 

看哪！我站在门外 叩
门；若有听见我声
音 就开门的，我要

进到他那里去。
启示录三章二十节

基督因信居住
在 你们里面。

以弗所书三章十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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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子来原是要 寻找
拯救失丧的人。
路加福音十九章十节

凡我父赐给我的人 必到
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
的，我总不丢弃他。

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

请来吧！一切都齐备了。
路加福音十四章十七节 

我当怎样行 才可以得救
呢？当信主耶稣基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至三十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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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信靠祂的，必因祂
的名 使罪蒙赦免。
使徒行传十章四十三节

我们相信 神已使我们
的主耶稣 从死人中复

活。耶稣被交给人，是
为了我们的过犯；复
活是为叫我们称义。

罗马书四章二十四至二十五节

如今，那些在 基督耶稣
里的 就不被定罪了。

罗马书八章一节

叫你们知道：你们有了
永远的生命，好使你们
继续信靠 神儿子的名。

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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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因你们的名字 记录
在诸天之上 而欢喜。

路加福音十章二十节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典，
也籍着信心；并不是 出
於自己，乃是来自 神的
恩典。也不是由於 行
为，免得有人自夸。

以弗所书二章八至九节 

我们既因信被断为义，
就籍着我们的主耶稣 
基督得与神和好。

罗马书五章一节

感谢神！因祂有说
不尽的恩惠。

歌林多后书九章十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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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若在光明中 生活
行动，如同 神在光明
中，祂儿子耶稣基督
的血 也必洗净了 我

们所有的罪污。
约翰一书一章七节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
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
着我。我又赐给他们 永
远的生命，并且他们永
远不灭亡；谁也不能从
我手里 把他们夺去。

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至二十八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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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蒙恩原是为此，
因为基督也曾为我
们 受过苦，给我们

留下了榜样。叫你们
跟着 祂的脚踪行。
彼得后书二章二十一节

凡我所吩附你们的，都
要叫他们遵守！看哪！
我就日日与你们同在，
直到这世代的末了。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二十节

让你们的光也当如此 照
耀在人前，叫他们看见 

你们正直良善的行为，就
荣耀你们在诸天上的父。

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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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把我的话当作可耻的，
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
在父与圣灵的荣耀里，也
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

路加福音九章二十六节

草必枯干，花必凋
残，唯有我们 神的
话 必永远立定。
以赛亚书四十章八节

天地要废去，我的
话 却不能废去。

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三十三节



28 29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
事谢恩，将你们 一切
所需要的告诉 神，以

至 神那超过 人意外的平
安，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

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腓立比书四章六至七节

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
此我以慈爱吸引你。

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节

你不要怕，因为我与你
同在；不要惊慌，因为
我是你的 神。我必坚固
你，我必帮助你；我必
用我公义的手扶持你。

以赛亚书四十一章十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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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
处，若是没有，我就

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
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
方，就必再来接你们
到 我那里去，我在哪

里，叫你们也在那里。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至三节

因为主必亲自降临，有
发 号令的声音和天使长
的声 音，又有 神的号筒
吹响。那些在基督里死
了的人必 要先复活。以
后我们这些 活着存留的
人，必与他们 一同被提
到云里，在空中 与主相
遇，这样，我们就 要与
主永远同在。所以你 们
当用这些话彼此劝勉。

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
十六至十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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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看见新天新地，因 
为先前的天和地已经过 
去了，海也不再有了。

启示录二十一章一节

看哪！我必快来！并带着
我的报酬，要按照 各人

的行为报答各人。圣灵和
新妇都说：来！听见的

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
也当来！凡愿意的就让
他白白地 取生命的水。
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二及十七节

祂要擦去他们一切的
眼泪，再没有死亡，
再没有悲哀，哭嚎，
疼痛；因为那先前 的

事都已经过去了。
启示录二十一章四节

那证明这事的说：是
了！我必快来！阿门！

主耶稣啊！请来！
启示录二十二章二十节



我们真诚地请求您：要阅读
圣经，从中聆听 神的话。这
位创造万有 的真活 神关心
您，切愿 您知道祂的爱和对
您的 圣善美意。唯有 神的话 
指教我们人生的价值和 目的
与最后的归宿所在。
信靠祂的人是有福的。

如果你还没有圣经， 我们很
乐意免费给你邮 寄一本《新
约附诗篇》 请示知您的通讯
址。

若有任何问题，亦盼 不吝赐
教，我们会尽力 为您在圣经
中找到 神话语的正确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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