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傳福音經文背頌+常見問題解答比賽(甲部-背經經文範圍)
[舊約]
創1:1  [神造天地] 
 起初，神創造天地。
創1:26-28 [按祂形象造]  
 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
 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
 的一切昆蟲。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
 男造女。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要生養眾多，遍滿地
 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
 動的活物。
詩8:4-6 [人的尊貴]  
 便說：人算什麼，你竟顧念他﹖世人算什麼，你竟眷顧他﹖
 你叫他比天使(或譯：神)微小一點，並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
 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萬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獸、
 空中的鳥、海裡的魚，凡經行海道的，都服在他的腳下。
詩16:4  [以別代神] 
 以別神代替耶和華的（或譯：送禮物給別神的），他們的愁苦
 必加增；他們所澆奠的血我不獻上；我嘴唇也不提別神的名號。
箴10:22 [福是什麼?] 
 耶和華所賜的福使人富足，並不加上憂慮。
傳3:11  [永生在人心中] 
 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原文是永遠）安置
 在世人心裡。
傳12:7  [靈的去向] 
 塵土仍歸於地，靈仍歸於賜靈的神。
耶17:9  [人的心理]
 人心比萬物都詭詐，壞到極處，誰能識透呢？
[新約]
太6:27  [思慮加壽?] 
 你們哪一個能用思慮使壽數多加一刻呢？
太7:8   [尋找得見神] 
 因為凡祈求的，就得著；尋找的，就尋見；叩門的，就給他開門。
太11:28  [勞苦擔重]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約1:12  [接待主]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兒女。

約3:16-18  [神愛世人]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
 致滅亡，反得永生。因為神差他的兒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
 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
 的人，罪已經定了，因為他不信神獨生子的名。
約4:24  [心靈誠實] 
 神是個靈，所以拜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他。
約16:33  [耶穌勝了世界] 
 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裡面有平安。在世上，
 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
徒4:12  [唯一救法] 
 除他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
 我們可以靠著得救。
羅1:19-25  [天地由來不可推諉]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顯明在人心裡，因為神已經給
 他們顯明。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雖是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
 因為，他們雖然知道神，卻不當作神榮耀他，也不感謝他。
 他們的思念變為虛妄，無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稱為聰明，反
 成了愚拙，將不能朽壞之神的榮耀變為偶像，彷彿必朽壞的
 人和飛禽、走獸、昆蟲的樣式。所以，神任憑他們逞著心裡
 的情慾行污穢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體。他們將神的
 真實變為虛謊，去敬拜事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
 主乃是可稱頌的，直到永遠。阿們！
羅2:14-15  [是非之心/良心] 
 沒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順著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們雖然沒有
 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這是顯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們
 心裡，他們是非之心同作見證，並且他們的思念互相較量，
 或以為是，或以為非。
  [新譯本]
 沒有律法的外族人，如果按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們雖然沒
 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這就表明律法的作用是刻在
 他們的心裡，有他們的良心一同作證，他們的思想互相較量，
 或作控告、或作辯護。
羅3:21-26  [因信稱義/世人犯罪/耶穌拯救]
 但如今，神的義在律法以外已經顯明出來，有律法和先知為
 證：就是神的義，因信耶穌基督加給一切相信的人，並沒有

 分別。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如今卻蒙神的
 恩典，因基督耶穌的救贖，就白白的稱義。神設立耶穌作挽
 回祭，是憑著耶穌的血，藉著人的信，要顯明神的義；因為
 他用忍耐的心寬容人先時所犯的罪，好在今時顯明他的義， 
 使人知道他自己為義，也稱信耶穌的人為義。
羅5:6-8 [基督代死] 
 因我們還軟弱的時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為罪人死。為義
 人死，是少有的；為仁人死、或者有敢做的。惟有基督在我
 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
羅6:23  [罪的工價] 
 因為罪的工價乃是死；惟有神的恩賜，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
 裡，乃是永生。
羅7:18-19  [兩個律] 
 我也知道在我裡頭，就是我肉體之中，沒有良善。因為，立
 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故此，我所願意的善，
 我反不做；我所不願意的惡，我倒去做。
羅7:23-8:2  [肉體掙扎] 
 但我覺得肢體中另有個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戰，把我擄去，叫
 我附從那肢體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誰能救我脫離這取
 死的身體呢？感謝神，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能脫離了。
 這樣看來，我以內心順服神的律，我肉體卻順服罪的律了。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裡的就不定罪了。因為賜生命聖靈的
 律，在基督耶穌裡釋放了我，使我脫離罪和死的律了。
羅8:26  [聖靈禱告] 
 況且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我們本不曉得當怎樣禱告，只
 是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歎息替我們禱告。
羅10:9-10  [認信耶穌] 
 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神叫他從死裡復活，就必得救。
 因為人心裡相信，就可以稱義；口裡承認，就可以得救。
林前10:23 [凡事可行]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
提前4:1-2  [丟棄良心] 
 聖靈明說，在後來的時候，必有人離棄真道，聽從那引誘人
 的邪靈和鬼魔的道理。這是因為說謊之人的假冒；這等人的
 良心如同被熱鐵烙慣了一般。
提後3:1-5  [世人的表現] 
 你該知道，末世必有危險的日子來到。因為那時人要專顧自

 己、貪愛錢財、自誇、狂傲、謗讟、違背父母、忘恩負義、
 心不聖潔、無親情、不解怨、好說讒言、不能自約、性情兇
 暴、不愛良善、賣主賣友、任意妄為、自高自大、愛宴樂、
 不愛神，有敬虔的外貌，卻背了敬虔的實意；這等人你要躲
 開。那偷進人家、牢籠無知婦女的，正是這等人。這些婦女
 擔負罪惡，被各樣的私慾引誘，常常學習，終久不能明白真
 道。
提後3:16-17 [神默示的書]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或作：凡神所默示的聖經），於教訓、
 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
 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弗2:1-9  [得救本乎恩] 
 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他叫你們活過來。那時，你們在其
 中行事為人，隨從今世的風俗，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就
 是現今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的邪靈。我們從前也都在他們中 
 間，放縱肉體的私慾，隨著肉體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為
 可怒之子，和別人一樣。然而，神既有豐富的憐憫，因他愛
 我們的大愛，當我們死在過犯中的時候，便叫我們與基督一
 同活過來。你們得救是本乎恩。
 他又叫我們與基督耶穌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將他極
 豐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穌裡向我們所施的恩慈，顯明
 給後來的世代看。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
 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
西1:15-17  [耶穌是萬有主宰] 
 愛子是那不能看見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因為萬有都是靠他造的，無論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見的，
 不能看見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執政的，掌權的；一概
 都是藉著他造的，又是為他造的。他在萬有之先；萬有也靠
 他而立。
來9:27  [死後有審判] 
 按著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
各1:15  [人的私慾] 
 私慾既懷了胎，就生出罪來；罪既長成，就生出死來。
彼後3:9  [人人悔改] 
 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有人以為他是耽延，其實不是耽延，
 乃是寬容你們，不願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
 



傳福音經文背頌+常見問題解答比賽(甲部-背經經文範圍)
[舊約]
創1:1  [神造天地] 
 起初，神創造天地。
創1:26-28 [按祂形象造]  
 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
 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
 的一切昆蟲。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
 男造女。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要生養眾多，遍滿地
 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
 動的活物。
詩8:4-6 [人的尊貴]  
 便說：人算什麼，你竟顧念他﹖世人算什麼，你竟眷顧他﹖
 你叫他比天使(或譯：神)微小一點，並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
 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萬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獸、
 空中的鳥、海裡的魚，凡經行海道的，都服在他的腳下。
詩16:4  [以別代神] 
 以別神代替耶和華的（或譯：送禮物給別神的），他們的愁苦
 必加增；他們所澆奠的血我不獻上；我嘴唇也不提別神的名號。
箴10:22 [福是什麼?] 
 耶和華所賜的福使人富足，並不加上憂慮。
傳3:11  [永生在人心中] 
 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原文是永遠）安置
 在世人心裡。
傳12:7  [靈的去向] 
 塵土仍歸於地，靈仍歸於賜靈的神。
耶17:9  [人的心理]
 人心比萬物都詭詐，壞到極處，誰能識透呢？
[新約]
太6:27  [思慮加壽?] 
 你們哪一個能用思慮使壽數多加一刻呢？
太7:8   [尋找得見神] 
 因為凡祈求的，就得著；尋找的，就尋見；叩門的，就給他開門。
太11:28  [勞苦擔重]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約1:12  [接待主]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兒女。

約3:16-18  [神愛世人]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
 致滅亡，反得永生。因為神差他的兒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
 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
 的人，罪已經定了，因為他不信神獨生子的名。
約4:24  [心靈誠實] 
 神是個靈，所以拜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他。
約16:33  [耶穌勝了世界] 
 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裡面有平安。在世上，
 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
徒4:12  [唯一救法] 
 除他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
 我們可以靠著得救。
羅1:19-25  [天地由來不可推諉]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顯明在人心裡，因為神已經給
 他們顯明。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雖是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
 因為，他們雖然知道神，卻不當作神榮耀他，也不感謝他。
 他們的思念變為虛妄，無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稱為聰明，反
 成了愚拙，將不能朽壞之神的榮耀變為偶像，彷彿必朽壞的
 人和飛禽、走獸、昆蟲的樣式。所以，神任憑他們逞著心裡
 的情慾行污穢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體。他們將神的
 真實變為虛謊，去敬拜事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
 主乃是可稱頌的，直到永遠。阿們！
羅2:14-15  [是非之心/良心] 
 沒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順著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們雖然沒有
 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這是顯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們
 心裡，他們是非之心同作見證，並且他們的思念互相較量，
 或以為是，或以為非。
  [新譯本]
 沒有律法的外族人，如果按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們雖然沒
 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這就表明律法的作用是刻在
 他們的心裡，有他們的良心一同作證，他們的思想互相較量，
 或作控告、或作辯護。
羅3:21-26  [因信稱義/世人犯罪/耶穌拯救]
 但如今，神的義在律法以外已經顯明出來，有律法和先知為
 證：就是神的義，因信耶穌基督加給一切相信的人，並沒有

 分別。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如今卻蒙神的
 恩典，因基督耶穌的救贖，就白白的稱義。神設立耶穌作挽
 回祭，是憑著耶穌的血，藉著人的信，要顯明神的義；因為
 他用忍耐的心寬容人先時所犯的罪，好在今時顯明他的義， 
 使人知道他自己為義，也稱信耶穌的人為義。
羅5:6-8 [基督代死] 
 因我們還軟弱的時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為罪人死。為義
 人死，是少有的；為仁人死、或者有敢做的。惟有基督在我
 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
羅6:23  [罪的工價] 
 因為罪的工價乃是死；惟有神的恩賜，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
 裡，乃是永生。
羅7:18-19  [兩個律] 
 我也知道在我裡頭，就是我肉體之中，沒有良善。因為，立
 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故此，我所願意的善，
 我反不做；我所不願意的惡，我倒去做。
羅7:23-8:2  [肉體掙扎] 
 但我覺得肢體中另有個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戰，把我擄去，叫
 我附從那肢體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誰能救我脫離這取
 死的身體呢？感謝神，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能脫離了。
 這樣看來，我以內心順服神的律，我肉體卻順服罪的律了。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裡的就不定罪了。因為賜生命聖靈的
 律，在基督耶穌裡釋放了我，使我脫離罪和死的律了。
羅8:26  [聖靈禱告] 
 況且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我們本不曉得當怎樣禱告，只
 是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歎息替我們禱告。
羅10:9-10  [認信耶穌] 
 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神叫他從死裡復活，就必得救。
 因為人心裡相信，就可以稱義；口裡承認，就可以得救。
林前10:23 [凡事可行]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
提前4:1-2  [丟棄良心] 
 聖靈明說，在後來的時候，必有人離棄真道，聽從那引誘人
 的邪靈和鬼魔的道理。這是因為說謊之人的假冒；這等人的
 良心如同被熱鐵烙慣了一般。
提後3:1-5  [世人的表現] 
 你該知道，末世必有危險的日子來到。因為那時人要專顧自

 己、貪愛錢財、自誇、狂傲、謗讟、違背父母、忘恩負義、
 心不聖潔、無親情、不解怨、好說讒言、不能自約、性情兇
 暴、不愛良善、賣主賣友、任意妄為、自高自大、愛宴樂、
 不愛神，有敬虔的外貌，卻背了敬虔的實意；這等人你要躲
 開。那偷進人家、牢籠無知婦女的，正是這等人。這些婦女
 擔負罪惡，被各樣的私慾引誘，常常學習，終久不能明白真
 道。
提後3:16-17 [神默示的書]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或作：凡神所默示的聖經），於教訓、
 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
 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弗2:1-9  [得救本乎恩] 
 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他叫你們活過來。那時，你們在其
 中行事為人，隨從今世的風俗，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就
 是現今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的邪靈。我們從前也都在他們中 
 間，放縱肉體的私慾，隨著肉體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為
 可怒之子，和別人一樣。然而，神既有豐富的憐憫，因他愛
 我們的大愛，當我們死在過犯中的時候，便叫我們與基督一
 同活過來。你們得救是本乎恩。
 他又叫我們與基督耶穌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將他極
 豐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穌裡向我們所施的恩慈，顯明
 給後來的世代看。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
 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
西1:15-17  [耶穌是萬有主宰] 
 愛子是那不能看見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因為萬有都是靠他造的，無論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見的，
 不能看見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執政的，掌權的；一概
 都是藉著他造的，又是為他造的。他在萬有之先；萬有也靠
 他而立。
來9:27  [死後有審判] 
 按著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
各1:15  [人的私慾] 
 私慾既懷了胎，就生出罪來；罪既長成，就生出死來。
彼後3:9  [人人悔改] 
 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有人以為他是耽延，其實不是耽延，
 乃是寬容你們，不願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
 



傳福音經文背頌+常見問題解答比賽(甲部-背經經文範圍)
[舊約]
創1:1  [神造天地] 
 起初，神創造天地。
創1:26-28 [按祂形象造]  
 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
 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
 的一切昆蟲。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
 男造女。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要生養眾多，遍滿地
 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
 動的活物。
詩8:4-6 [人的尊貴]  
 便說：人算什麼，你竟顧念他﹖世人算什麼，你竟眷顧他﹖
 你叫他比天使(或譯：神)微小一點，並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
 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萬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獸、
 空中的鳥、海裡的魚，凡經行海道的，都服在他的腳下。
詩16:4  [以別代神] 
 以別神代替耶和華的（或譯：送禮物給別神的），他們的愁苦
 必加增；他們所澆奠的血我不獻上；我嘴唇也不提別神的名號。
箴10:22 [福是什麼?] 
 耶和華所賜的福使人富足，並不加上憂慮。
傳3:11  [永生在人心中] 
 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原文是永遠）安置
 在世人心裡。
傳12:7  [靈的去向] 
 塵土仍歸於地，靈仍歸於賜靈的神。
耶17:9  [人的心理]
 人心比萬物都詭詐，壞到極處，誰能識透呢？
[新約]
太6:27  [思慮加壽?] 
 你們哪一個能用思慮使壽數多加一刻呢？
太7:8   [尋找得見神] 
 因為凡祈求的，就得著；尋找的，就尋見；叩門的，就給他開門。
太11:28  [勞苦擔重]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約1:12  [接待主]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兒女。

約3:16-18  [神愛世人]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
 致滅亡，反得永生。因為神差他的兒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
 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
 的人，罪已經定了，因為他不信神獨生子的名。
約4:24  [心靈誠實] 
 神是個靈，所以拜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他。
約16:33  [耶穌勝了世界] 
 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裡面有平安。在世上，
 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
徒4:12  [唯一救法] 
 除他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
 我們可以靠著得救。
羅1:19-25  [天地由來不可推諉]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顯明在人心裡，因為神已經給
 他們顯明。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雖是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
 因為，他們雖然知道神，卻不當作神榮耀他，也不感謝他。
 他們的思念變為虛妄，無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稱為聰明，反
 成了愚拙，將不能朽壞之神的榮耀變為偶像，彷彿必朽壞的
 人和飛禽、走獸、昆蟲的樣式。所以，神任憑他們逞著心裡
 的情慾行污穢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體。他們將神的
 真實變為虛謊，去敬拜事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
 主乃是可稱頌的，直到永遠。阿們！
羅2:14-15  [是非之心/良心] 
 沒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順著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們雖然沒有
 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這是顯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們
 心裡，他們是非之心同作見證，並且他們的思念互相較量，
 或以為是，或以為非。
  [新譯本]
 沒有律法的外族人，如果按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們雖然沒
 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這就表明律法的作用是刻在
 他們的心裡，有他們的良心一同作證，他們的思想互相較量，
 或作控告、或作辯護。
羅3:21-26  [因信稱義/世人犯罪/耶穌拯救]
 但如今，神的義在律法以外已經顯明出來，有律法和先知為
 證：就是神的義，因信耶穌基督加給一切相信的人，並沒有

 分別。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如今卻蒙神的
 恩典，因基督耶穌的救贖，就白白的稱義。神設立耶穌作挽
 回祭，是憑著耶穌的血，藉著人的信，要顯明神的義；因為
 他用忍耐的心寬容人先時所犯的罪，好在今時顯明他的義， 
 使人知道他自己為義，也稱信耶穌的人為義。
羅5:6-8 [基督代死] 
 因我們還軟弱的時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為罪人死。為義
 人死，是少有的；為仁人死、或者有敢做的。惟有基督在我
 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
羅6:23  [罪的工價] 
 因為罪的工價乃是死；惟有神的恩賜，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
 裡，乃是永生。
羅7:18-19  [兩個律] 
 我也知道在我裡頭，就是我肉體之中，沒有良善。因為，立
 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故此，我所願意的善，
 我反不做；我所不願意的惡，我倒去做。
羅7:23-8:2  [肉體掙扎] 
 但我覺得肢體中另有個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戰，把我擄去，叫
 我附從那肢體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誰能救我脫離這取
 死的身體呢？感謝神，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能脫離了。
 這樣看來，我以內心順服神的律，我肉體卻順服罪的律了。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裡的就不定罪了。因為賜生命聖靈的
 律，在基督耶穌裡釋放了我，使我脫離罪和死的律了。
羅8:26  [聖靈禱告] 
 況且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我們本不曉得當怎樣禱告，只
 是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歎息替我們禱告。
羅10:9-10  [認信耶穌] 
 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神叫他從死裡復活，就必得救。
 因為人心裡相信，就可以稱義；口裡承認，就可以得救。
林前10:23 [凡事可行]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
提前4:1-2  [丟棄良心] 
 聖靈明說，在後來的時候，必有人離棄真道，聽從那引誘人
 的邪靈和鬼魔的道理。這是因為說謊之人的假冒；這等人的
 良心如同被熱鐵烙慣了一般。
提後3:1-5  [世人的表現] 
 你該知道，末世必有危險的日子來到。因為那時人要專顧自

 己、貪愛錢財、自誇、狂傲、謗讟、違背父母、忘恩負義、
 心不聖潔、無親情、不解怨、好說讒言、不能自約、性情兇
 暴、不愛良善、賣主賣友、任意妄為、自高自大、愛宴樂、
 不愛神，有敬虔的外貌，卻背了敬虔的實意；這等人你要躲
 開。那偷進人家、牢籠無知婦女的，正是這等人。這些婦女
 擔負罪惡，被各樣的私慾引誘，常常學習，終久不能明白真
 道。
提後3:16-17 [神默示的書]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或作：凡神所默示的聖經），於教訓、
 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
 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弗2:1-9  [得救本乎恩] 
 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他叫你們活過來。那時，你們在其
 中行事為人，隨從今世的風俗，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就
 是現今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的邪靈。我們從前也都在他們中 
 間，放縱肉體的私慾，隨著肉體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為
 可怒之子，和別人一樣。然而，神既有豐富的憐憫，因他愛
 我們的大愛，當我們死在過犯中的時候，便叫我們與基督一
 同活過來。你們得救是本乎恩。
 他又叫我們與基督耶穌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將他極
 豐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穌裡向我們所施的恩慈，顯明
 給後來的世代看。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
 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
西1:15-17  [耶穌是萬有主宰] 
 愛子是那不能看見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因為萬有都是靠他造的，無論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見的，
 不能看見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執政的，掌權的；一概
 都是藉著他造的，又是為他造的。他在萬有之先；萬有也靠
 他而立。
來9:27  [死後有審判] 
 按著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
各1:15  [人的私慾] 
 私慾既懷了胎，就生出罪來；罪既長成，就生出死來。
彼後3:9  [人人悔改] 
 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有人以為他是耽延，其實不是耽延，
 乃是寬容你們，不願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
 



傳福音經文背頌+常見問題解答比賽(甲部-背經經文範圍)
[舊約]
創1:1  [神造天地] 
 起初，神創造天地。
創1:26-28 [按祂形象造]  
 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
 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
 的一切昆蟲。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
 男造女。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要生養眾多，遍滿地
 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
 動的活物。
詩8:4-6 [人的尊貴]  
 便說：人算什麼，你竟顧念他﹖世人算什麼，你竟眷顧他﹖
 你叫他比天使(或譯：神)微小一點，並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
 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萬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獸、
 空中的鳥、海裡的魚，凡經行海道的，都服在他的腳下。
詩16:4  [以別代神] 
 以別神代替耶和華的（或譯：送禮物給別神的），他們的愁苦
 必加增；他們所澆奠的血我不獻上；我嘴唇也不提別神的名號。
箴10:22 [福是什麼?] 
 耶和華所賜的福使人富足，並不加上憂慮。
傳3:11  [永生在人心中] 
 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原文是永遠）安置
 在世人心裡。
傳12:7  [靈的去向] 
 塵土仍歸於地，靈仍歸於賜靈的神。
耶17:9  [人的心理]
 人心比萬物都詭詐，壞到極處，誰能識透呢？
[新約]
太6:27  [思慮加壽?] 
 你們哪一個能用思慮使壽數多加一刻呢？
太7:8   [尋找得見神] 
 因為凡祈求的，就得著；尋找的，就尋見；叩門的，就給他開門。
太11:28  [勞苦擔重]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約1:12  [接待主]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兒女。

約3:16-18  [神愛世人]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
 致滅亡，反得永生。因為神差他的兒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
 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
 的人，罪已經定了，因為他不信神獨生子的名。
約4:24  [心靈誠實] 
 神是個靈，所以拜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他。
約16:33  [耶穌勝了世界] 
 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裡面有平安。在世上，
 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
徒4:12  [唯一救法] 
 除他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
 我們可以靠著得救。
羅1:19-25  [天地由來不可推諉]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顯明在人心裡，因為神已經給
 他們顯明。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雖是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
 因為，他們雖然知道神，卻不當作神榮耀他，也不感謝他。
 他們的思念變為虛妄，無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稱為聰明，反
 成了愚拙，將不能朽壞之神的榮耀變為偶像，彷彿必朽壞的
 人和飛禽、走獸、昆蟲的樣式。所以，神任憑他們逞著心裡
 的情慾行污穢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體。他們將神的
 真實變為虛謊，去敬拜事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
 主乃是可稱頌的，直到永遠。阿們！
羅2:14-15  [是非之心/良心] 
 沒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順著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們雖然沒有
 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這是顯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們
 心裡，他們是非之心同作見證，並且他們的思念互相較量，
 或以為是，或以為非。
  [新譯本]
 沒有律法的外族人，如果按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們雖然沒
 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這就表明律法的作用是刻在
 他們的心裡，有他們的良心一同作證，他們的思想互相較量，
 或作控告、或作辯護。
羅3:21-26  [因信稱義/世人犯罪/耶穌拯救]
 但如今，神的義在律法以外已經顯明出來，有律法和先知為
 證：就是神的義，因信耶穌基督加給一切相信的人，並沒有

 分別。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如今卻蒙神的
 恩典，因基督耶穌的救贖，就白白的稱義。神設立耶穌作挽
 回祭，是憑著耶穌的血，藉著人的信，要顯明神的義；因為
 他用忍耐的心寬容人先時所犯的罪，好在今時顯明他的義， 
 使人知道他自己為義，也稱信耶穌的人為義。
羅5:6-8 [基督代死] 
 因我們還軟弱的時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為罪人死。為義
 人死，是少有的；為仁人死、或者有敢做的。惟有基督在我
 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
羅6:23  [罪的工價] 
 因為罪的工價乃是死；惟有神的恩賜，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
 裡，乃是永生。
羅7:18-19  [兩個律] 
 我也知道在我裡頭，就是我肉體之中，沒有良善。因為，立
 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故此，我所願意的善，
 我反不做；我所不願意的惡，我倒去做。
羅7:23-8:2  [肉體掙扎] 
 但我覺得肢體中另有個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戰，把我擄去，叫
 我附從那肢體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誰能救我脫離這取
 死的身體呢？感謝神，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能脫離了。
 這樣看來，我以內心順服神的律，我肉體卻順服罪的律了。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裡的就不定罪了。因為賜生命聖靈的
 律，在基督耶穌裡釋放了我，使我脫離罪和死的律了。
羅8:26  [聖靈禱告] 
 況且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我們本不曉得當怎樣禱告，只
 是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歎息替我們禱告。
羅10:9-10  [認信耶穌] 
 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神叫他從死裡復活，就必得救。
 因為人心裡相信，就可以稱義；口裡承認，就可以得救。
林前10:23 [凡事可行]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
提前4:1-2  [丟棄良心] 
 聖靈明說，在後來的時候，必有人離棄真道，聽從那引誘人
 的邪靈和鬼魔的道理。這是因為說謊之人的假冒；這等人的
 良心如同被熱鐵烙慣了一般。
提後3:1-5  [世人的表現] 
 你該知道，末世必有危險的日子來到。因為那時人要專顧自

 己、貪愛錢財、自誇、狂傲、謗讟、違背父母、忘恩負義、
 心不聖潔、無親情、不解怨、好說讒言、不能自約、性情兇
 暴、不愛良善、賣主賣友、任意妄為、自高自大、愛宴樂、
 不愛神，有敬虔的外貌，卻背了敬虔的實意；這等人你要躲
 開。那偷進人家、牢籠無知婦女的，正是這等人。這些婦女
 擔負罪惡，被各樣的私慾引誘，常常學習，終久不能明白真
 道。
提後3:16-17 [神默示的書]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或作：凡神所默示的聖經），於教訓、
 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
 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弗2:1-9  [得救本乎恩] 
 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他叫你們活過來。那時，你們在其
 中行事為人，隨從今世的風俗，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就
 是現今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的邪靈。我們從前也都在他們中 
 間，放縱肉體的私慾，隨著肉體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為
 可怒之子，和別人一樣。然而，神既有豐富的憐憫，因他愛
 我們的大愛，當我們死在過犯中的時候，便叫我們與基督一
 同活過來。你們得救是本乎恩。
 他又叫我們與基督耶穌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將他極
 豐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穌裡向我們所施的恩慈，顯明
 給後來的世代看。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
 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
西1:15-17  [耶穌是萬有主宰] 
 愛子是那不能看見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因為萬有都是靠他造的，無論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見的，
 不能看見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執政的，掌權的；一概
 都是藉著他造的，又是為他造的。他在萬有之先；萬有也靠
 他而立。
來9:27  [死後有審判] 
 按著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
各1:15  [人的私慾] 
 私慾既懷了胎，就生出罪來；罪既長成，就生出死來。
彼後3:9  [人人悔改] 
 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有人以為他是耽延，其實不是耽延，
 乃是寬容你們，不願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
 



传福音经文背颂+常见问题解答比赛(甲部-背经经文范围)
[旧约]
创1:1   [神造天地]
 起初，神创造天地。
创1:26-28  [按祂形象造]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
 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
 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
 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
 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
 动的活物。
诗8:4-6  [人的尊贵]
 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你叫他比天使(或译：神)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
 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服在他的脚下。
诗16:4  [以别代神]
 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或译：送礼物给别神的），他们的愁苦
 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
箴10:22  [福是什么?]
 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
传3:11  [永生在人心中]
 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原文是永远）安置
 在世人心里。
传12:7  [灵的去向]
 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
耶17:9  [人的心理]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
[新约]
太6:27  [思虑加寿?]
 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
太7:8   [寻找得见神]
 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太11:28  [劳苦担重]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约1:12  [接待主]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

约3:16-18  [神爱世人]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
 致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
 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
 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
约4:24  [心灵诚实]
 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约16:33  [耶稣胜了世界]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
 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徒4:12  [唯一救法]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罗1:19-25  [天地由来不可推诿]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
 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
 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
 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
 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
 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
 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事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
 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
罗2:14-15  [是非之心/良心]
 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
 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
 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
 或以为是，或以为非。
  [新译本]
 没有律法的外族人，如果按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
 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就表明律法的作用是刻在
 他们的心里，有他们的良心一同作证，他们的思想互相较量，
 或作控告、或作辩护。
罗3:21-26  [因信称义/世人犯罪/耶稣拯救]
 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
 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

 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
 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作挽
 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
 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  
 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罗5:6-8  [基督代死]
 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
 人死，是少有的；为仁人死、或者有敢做的。惟有基督在我
 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罗6:23  [罪的工价]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惟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
 里，乃是永生。
罗7:18-19  [两个律]
 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
 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
 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
罗7:23-8:2  [肉体挣扎]
 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
 我附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
 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
 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
 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罗8:26  [圣灵祷告]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
 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罗10:9-10  [认信耶稣]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林前10:23  [凡事可行]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
提前4:1-2  [丢弃良心]
 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
 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
 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
提后3:1-5  [世人的表现]
 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

 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讟、违背父母、忘恩负义、
 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
 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
 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
 开。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
 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久不能明白真
 道。
提后3:16-17  [神默示的书]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或作：凡神所默示的圣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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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2:1-9  [得救本乎恩]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
 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
 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
 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
 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
 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
 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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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
 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西1:15-17  [耶稣是万有主宰]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
 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
 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
 他而立。
来9:27  [死后有审判]
 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
各1:15  [人的私欲]
 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
彼后3:9  [人人悔改]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耽延，其实不是耽延，
 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传福音经文背颂+常见问题解答比赛(甲部-背经经文范围)
[旧约]
创1:1   [神造天地]
 起初，神创造天地。
创1:26-28  [按祂形象造]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
 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
 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
 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
 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
 动的活物。
诗8:4-6  [人的尊贵]
 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你叫他比天使(或译：神)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
 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服在他的脚下。
诗16:4  [以别代神]
 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或译：送礼物给别神的），他们的愁苦
 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
箴10:22  [福是什么?]
 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
传3:11  [永生在人心中]
 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原文是永远）安置
 在世人心里。
传12:7  [灵的去向]
 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
耶17:9  [人的心理]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
[新约]
太6:27  [思虑加寿?]
 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
太7:8   [寻找得见神]
 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太11:28  [劳苦担重]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约1:12  [接待主]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

约3:16-18  [神爱世人]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
 致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
 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
 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
约4:24  [心灵诚实]
 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约16:33  [耶稣胜了世界]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
 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徒4:12  [唯一救法]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罗1:19-25  [天地由来不可推诿]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
 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
 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
 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
 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
 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
 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事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
 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
罗2:14-15  [是非之心/良心]
 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
 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
 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
 或以为是，或以为非。
  [新译本]
 没有律法的外族人，如果按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
 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就表明律法的作用是刻在
 他们的心里，有他们的良心一同作证，他们的思想互相较量，
 或作控告、或作辩护。
罗3:21-26  [因信称义/世人犯罪/耶稣拯救]
 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
 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

 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
 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作挽
 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
 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  
 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罗5:6-8  [基督代死]
 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
 人死，是少有的；为仁人死、或者有敢做的。惟有基督在我
 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罗6:23  [罪的工价]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惟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
 里，乃是永生。
罗7:18-19  [两个律]
 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
 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
 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
罗7:23-8:2  [肉体挣扎]
 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
 我附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
 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
 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
 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罗8:26  [圣灵祷告]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
 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罗10:9-10  [认信耶稣]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林前10:23  [凡事可行]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
提前4:1-2  [丢弃良心]
 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
 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
 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
提后3:1-5  [世人的表现]
 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

 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讟、违背父母、忘恩负义、
 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
 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
 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
 开。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
 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久不能明白真
 道。
提后3:16-17  [神默示的书]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或作：凡神所默示的圣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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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2:1-9  [得救本乎恩]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
 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
 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
 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
 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
 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
 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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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
 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西1:15-17  [耶稣是万有主宰]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
 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
 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
 他而立。
来9:27  [死后有审判]
 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
各1:15  [人的私欲]
 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
彼后3:9  [人人悔改]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耽延，其实不是耽延，
 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传福音经文背颂+常见问题解答比赛(甲部-背经经文范围)
[旧约]
创1:1   [神造天地]
 起初，神创造天地。
创1:26-28  [按祂形象造]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
 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
 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
 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
 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
 动的活物。
诗8:4-6  [人的尊贵]
 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你叫他比天使(或译：神)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
 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服在他的脚下。
诗16:4  [以别代神]
 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或译：送礼物给别神的），他们的愁苦
 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
箴10:22  [福是什么?]
 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
传3:11  [永生在人心中]
 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原文是永远）安置
 在世人心里。
传12:7  [灵的去向]
 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
耶17:9  [人的心理]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
[新约]
太6:27  [思虑加寿?]
 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
太7:8   [寻找得见神]
 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太11:28  [劳苦担重]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约1:12  [接待主]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

约3:16-18  [神爱世人]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
 致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
 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
 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
约4:24  [心灵诚实]
 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约16:33  [耶稣胜了世界]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
 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徒4:12  [唯一救法]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罗1:19-25  [天地由来不可推诿]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
 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
 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
 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
 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
 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
 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事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
 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
罗2:14-15  [是非之心/良心]
 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
 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
 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
 或以为是，或以为非。
  [新译本]
 没有律法的外族人，如果按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
 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就表明律法的作用是刻在
 他们的心里，有他们的良心一同作证，他们的思想互相较量，
 或作控告、或作辩护。
罗3:21-26  [因信称义/世人犯罪/耶稣拯救]
 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
 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

 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
 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作挽
 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
 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  
 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罗5:6-8  [基督代死]
 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
 人死，是少有的；为仁人死、或者有敢做的。惟有基督在我
 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罗6:23  [罪的工价]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惟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
 里，乃是永生。
罗7:18-19  [两个律]
 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
 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
 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
罗7:23-8:2  [肉体挣扎]
 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
 我附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
 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
 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
 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罗8:26  [圣灵祷告]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
 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罗10:9-10  [认信耶稣]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林前10:23  [凡事可行]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
提前4:1-2  [丢弃良心]
 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
 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
 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
提后3:1-5  [世人的表现]
 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

 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讟、违背父母、忘恩负义、
 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
 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
 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
 开。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
 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久不能明白真
 道。
提后3:16-17  [神默示的书]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或作：凡神所默示的圣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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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2:1-9  [得救本乎恩]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
 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
 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
 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
 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
 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
 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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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
 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西1:15-17  [耶稣是万有主宰]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
 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
 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
 他而立。
来9:27  [死后有审判]
 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
各1:15  [人的私欲]
 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
彼后3:9  [人人悔改]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耽延，其实不是耽延，
 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传福音经文背颂+常见问题解答比赛(甲部-背经经文范围)
[旧约]
创1:1   [神造天地]
 起初，神创造天地。
创1:26-28  [按祂形象造]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
 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
 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
 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
 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
 动的活物。
诗8:4-6  [人的尊贵]
 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你叫他比天使(或译：神)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
 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服在他的脚下。
诗16:4  [以别代神]
 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或译：送礼物给别神的），他们的愁苦
 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
箴10:22  [福是什么?]
 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
传3:11  [永生在人心中]
 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原文是永远）安置
 在世人心里。
传12:7  [灵的去向]
 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
耶17:9  [人的心理]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
[新约]
太6:27  [思虑加寿?]
 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
太7:8   [寻找得见神]
 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太11:28  [劳苦担重]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约1:12  [接待主]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

约3:16-18  [神爱世人]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
 致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
 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
 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
约4:24  [心灵诚实]
 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约16:33  [耶稣胜了世界]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
 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徒4:12  [唯一救法]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罗1:19-25  [天地由来不可推诿]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
 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
 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
 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
 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
 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
 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事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
 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
罗2:14-15  [是非之心/良心]
 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
 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
 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
 或以为是，或以为非。
  [新译本]
 没有律法的外族人，如果按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
 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就表明律法的作用是刻在
 他们的心里，有他们的良心一同作证，他们的思想互相较量，
 或作控告、或作辩护。
罗3:21-26  [因信称义/世人犯罪/耶稣拯救]
 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
 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

 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
 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作挽
 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
 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  
 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罗5:6-8  [基督代死]
 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
 人死，是少有的；为仁人死、或者有敢做的。惟有基督在我
 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罗6:23  [罪的工价]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惟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
 里，乃是永生。
罗7:18-19  [两个律]
 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
 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
 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
罗7:23-8:2  [肉体挣扎]
 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
 我附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
 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
 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
 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罗8:26  [圣灵祷告]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
 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罗10:9-10  [认信耶稣]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林前10:23  [凡事可行]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
提前4:1-2  [丢弃良心]
 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
 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
 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
提后3:1-5  [世人的表现]
 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

 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讟、违背父母、忘恩负义、
 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
 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
 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
 开。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
 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久不能明白真
 道。
提后3:16-17  [神默示的书]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或作：凡神所默示的圣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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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2:1-9  [得救本乎恩]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
 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
 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
 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
 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
 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
 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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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
 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西1:15-17  [耶稣是万有主宰]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
 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
 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
 他而立。
来9:27  [死后有审判]
 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
各1:15  [人的私欲]
 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
彼后3:9  [人人悔改]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耽延，其实不是耽延，
 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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