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靈劍操練背經內容 
編號 主題 經文 內容 

A. 過新生活 

A1 基督是中心 加 2：20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在我裡面活著；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是因信 神的兒子而

活，他是愛我，為我捨己。 

A2 基督是中心 羅 6：4 所以我們藉著洗禮歸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們一舉一

動有新生的樣式，像基督藉著父的榮耀，從死裡復活一樣。 

A3 基督是中心 羅 

14：7–8 

我們沒有一個人為自己活，也沒有一個人為自己死。我們若活

著，是為主而活；若死了，是為主而死。所以我們或活或死，

總是主的人。 

A4 神的話 提 後 3 ：

16 

聖經都是 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

義都是有益的。 

A5 禱告 約 16：24 向來你們沒有奉我的名求甚麼，如今你們求就必得著，叫你們

的喜樂可以滿足。 

A6 禱告 約一 1：9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 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

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 

A7 合一 弗 2：19 這樣，你們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與聖徒同國，是 神家裡的

人了。 

A8 合一 加 

3：26–28 

所以，你們因信基督耶穌，都是 神的兒子。你們受洗歸入基

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並不分猶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

為奴的，或男或女，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裡，都成為一了。 

A9 交通 來 

10 ： 24 –

25 

又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你們不可停止聚會，好

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倒要彼此勸勉。既知道那日子臨近，就

更當如此。 

A10 彼此守望 傳 

4：9–10 

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因為二人勞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

倒，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沒有別人扶起他

來，這人就有禍了！ 

A11 彼此守望 約 一 2 ：

13 

父老啊，我寫信給你們，因為你們認識那從起初原有的。少年

人哪，我寫信給你們，因為你們勝了那惡者。小子們哪，我曾

寫信給你們，因為你們認識父。 

A12 見證 太 4：19 耶穌對他們說：“來，跟從我！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 



編號 主題 經文 內容 

B. 傳揚基督 

B1 人人有罪 賽 53：6 我們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

歸在他身上。 

B2 罪的刑罰 來 9：27 按著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 

B3 基督代付贖

價 

約 3：16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

至滅亡，反得永生。 

B4 基督代付贖

價 

彼 前 2 ：

24 

他被掛在木頭上，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使我們既然在罪上

死，就得以在義上活；因他受的鞭傷，你們便得了醫治。 

B5 救恩不在行

為 

弗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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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6 必需接受基

督 

約 1：12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 神的兒

女。 

B7 必需接受基

督 

約 10：10 盜賊來，無非要偷竊、殺害、毀壞；我來了，是要叫羊得生

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B8 必需接受基

督 

路 19：10 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B9 得救的確據 約 一 5 ：

11–12 

這見證，就是 神賜給我們永生，這永生也是在他兒子裡面。

人有了 神的兒子就有生命；沒有 神的兒子就沒有生命。 

B10 得救的確據 羅 

1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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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1 祂的靈 約 一 4 ：

13 

神將他的靈賜給我們，從此就知道我們是住在他裡面，他也

住在我們裡面。 



編號 主題 經文 內容 

C. 依靠神的資源 

C1 祂的靈 弗 

2：21–22 

各房靠他聯絡得合式，漸漸成為主的聖殿；你們也靠他同被建

造，成為 神藉著聖靈居住的所在。 

C2 祂的愛 羅 

8：38–39 

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權的，是有能的，

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

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 神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

耶穌裡的。 

C3 祂的愛 約 一 4 ：

17 

這樣，愛在我們裡面得以完全，我們就可以在審判的日子，坦

然無懼；因為他如何，我們在這世上也如何。 

C4 祂的信實 提後 

2：11–13 

有可信的話說，我們若與基督同死，也必與他同活；我們若能

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們若不認他，他也必不認我們；

我們縱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為他不能背乎自己。” 

C5 試探中的幫

助 

林前 

10：13 

你們所遇見的試探，無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實的，必不叫

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在受試探的時候，總要給你們開一

條出路，叫你們能忍受得住。 

C6 祂的寬容 彼後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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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7 祂的寬容 結 18：23 主耶和華說：惡人死亡，豈是我喜悅的麼？不是喜悅他回頭離

開所行的道存活麼？ 

C8 祂的盼望 腓 

3：20–21 

我們卻是天上的國民；並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穌基督，從天

上降臨。他要按著那能叫萬有歸服自己的大能，將我們這卑賤

的身體改變形狀，和他自己榮耀的身體相似。 

C9 祂的同在 路 

17 ： 20 –

21 

法利賽人問：神的國幾時來到？耶穌回答說：神的國來到，不

是眼所能見的；人也不得說：看哪，在這裡；看哪，在那裡；

因為神的國就在你們心裡。 

C10 祂的引導 耶 33：3 你求告我，我就應允你，並將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難的事，指

示你。 

C11 祂的引導 箴 3：5–6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在你一切所行的

事上，都要認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C12 祂的保守 帖 前 5 ：

23 

願賜平安的 神，親自使你們全然成聖；又願你們的靈、與

魂、與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穌基督降臨的時候，完全無

可指摘。 



編號 主題 經文 內容 

D. 作基督的門徒 

D1 以基督為首 路 9：23 耶穌又對眾人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天天背起他的

十字架來，跟從我。 

D2 慷慨的捐助 路 6：38 你們要給人，就必有給你們的；並且用十足的升斗，連搖帶

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們懷裡；因為你們用甚麼量器量給

人，也必用甚麼量器量給你們。 

D3 慷慨的捐助 瑪 3：10 萬軍之耶和華說：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

使我家有糧，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

與你們，甚至無處可容。 

D4 福音傳遍世

界 

太 

28 ： 18 –

20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

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

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D5 盡心 提 後 2 ：

15 

你當竭力，在 神面前得蒙喜悅，作無愧的工人，按著正意分

解真理的道。 

D6 接納他人 林前 

9：22–23 

向軟弱的人，我就作軟弱的人，為要得軟弱的人；向甚麼樣的

人，我就作甚麼樣的人；無論如何，總要救些人。凡我所行

的，都是為福音的緣故，為要與人同得這福音的好處。 

D7 屬靈爭戰 弗 6：12 因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

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 

D8 屬靈爭戰 林後 

10：3–4 

因為我們雖然在血氣中行事，卻不憑著血氣爭戰；我們爭戰的

兵器，本不是屬血氣的，乃是在 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堅

固的營壘。 

D9 屬靈爭戰 加 5：16–

17 

我說：你們當順著聖靈而行，就不放縱肉體的情慾了。因為情

慾和聖靈相爭，聖靈和情慾相爭；這兩個是彼此相敵，使你們

不能作所願意作的。 

D10 屬靈爭戰 弗 

6：17–18 

並戴上救恩的頭盔，拿著聖靈的寶劍，就是 神的道；靠著聖

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並要在此儆醒不倦，為眾聖徒祈求。 



編號 主題 經文 內容 

E. 長成基督的樣式 

E1 愛心 約 

13 ： 34 –

35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

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

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E2 謙卑 彼前 

5：5–6 

你們年幼的，也要順服年長的。就是你們眾人，也都要以謙卑

束腰，彼此順服；因為 神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

所以你們要自卑，服在 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時候，他必叫你

們升高。 

E3 聖潔 弗 5：3 至於淫亂，並一切污穢，或是貪婪，在你們中間連題都不可，

方合聖徒的體統。 

E4 誠實 利 19：11 你們不可偷盜，不可欺騙，也不可彼此說謊。 

E5 信心 來 11：6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 神的喜悅；因為到 神面前來的人，必

須信有 神，且信他賞賜那尋求他的人。 

E6 信心 羅 

4：20–21 

並且仰望 神的應許，總沒有因不信，心裡起疑惑；反倒因

信，心裡得堅固，將榮耀歸給 神。且滿心相信， 神所應許

的必能作成。 

E7 結果子 加 

5：22–23 

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

善、信實、溫柔、節制；這樣的事，沒有律法禁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