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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 
 

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耶稣基

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 

以弗所书2:13 

 

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 14：6 节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是借着我，没有人

能到父那里去”。 使徒行传 4:12 教导我们：“除了祂以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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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的一系列经文一再印证耶稣是唯一的拯救： 

约翰福音3：16-18 

约翰福音3:36 

约翰福音8:24 

约翰福音17：3 

罗马书6:23 

以弗所书4：4,6 

提摩太前书1:15 

提摩太后书2：5 

希伯来书7:25 

约翰一书2：1,2 

约翰一书2：22,23 

约翰一书3：23,24 

约翰一书5：11,12 

犹大书4 

这本小册子是专为那些借着信靠耶稣基督已经得于与父神上帝建立了生命的关系的人而设

计的。该小册子所列举的各种应许都是单单属乎 神儿女的福分。如果你还不认识上帝，

尚未成为属祂的子民，且愿意成为祂的儿女，请按照本书“前言”末尾的祷告向主祈求，

把自己交付给上帝恩惠的手中。 

如果您希望我们为您寄送一张免费的小册子（免费发放一册为限），请给下面的地址寄来

一份已经冠上收件人地址，并且在上面附有两枚邮票的信封。 如果您要订购的小册子的

数量多于一本，请在你的信封里附上足够支付您索要的小册子的成分费用的支票。 请您

按照每一本小册子50美分的计价标准来计算您索要的小册子的总成本。这些费用将用于

支付该文本的印刷及运费费用。 支票上的收款机构请注明WMKC，请把您的信封及支票

寄到这个地址：Kibby, Box 158，Grandville，MI 49468-0158。 您所寄来所有的捐款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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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免税的。  您若有其它方面的任何问题，欢迎跟我们联络。  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info@whoiaminChrist.net  您也可以访问下面的网站，免费下载该册子的电子文件：

www.whoiaminChrist.net  

在事先征得我们的许可的前提下，您可以以任何形式复制或翻译该册子。 有关复制或翻

译的请求，请发送到： 

rights@westmichigankingdomcoalition.org。 希望您能跟您的亲朋好友踊跃分享该册

子所包含的宝贵信息。我们的所求所愿就是愿荣耀单单归于我们的上帝。 

ISBN：978-1-59480-368-0 

©版权所有1991，西密西根天国事工联盟。 

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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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作为重要的个人身份符号，是每一个人自初入人世就最先领受到的，对个人来说是最

为至关重要的有关自我身份认定的信息之一。  名字不仅仅是别人在人群中用来识别我们

的身份符号，我们的名字更是我们获知自我身份认知的重要媒介。  正确的自我身份认定

对人生的重要性是十分重大的。 我们的天父更是知道，对祂的儿女来说，正确地认识自

己的名字、确凿地认定自我身份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 上帝在基督里重生了我们，借

着我们对基督的信靠，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哥林多后书 5:17）。 籍着我们的顺

服，上帝不断地更新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越来越效法祂的儿子耶稣基督。  在整个的过程

中，上帝要我们充分地认识到我们从祂那里领受到的新身份、新的生命、要我们真知道我

们是一批蒙召成为上帝的儿女，蒙拣选得以在基督里，与基督联合的属神的子民。  祂要

我们确定无疑地认识到我们是一群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赎洪恩，在天父上帝

面前蒙恩称义的蒙爱的儿女。 约翰福音 17：20-23。     

然而，蒙受如此厚恩的基督徒，在现实生活中展现出来的却是一幅与这一荣耀的身份非常

不符的生命光景。  这又是为什么呢？  身为蒙上帝厚爱的儿女，你今天却活在充满失败、

沮丧和自卑的光景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你对自己在上帝眼中的地位不够了解、对你自己的身

份不熟悉、也不曾通过上帝的眼睛看自己。 你目前的自我认定可能完全取决于你的过往

经历、别人对你的看法及评断、或者你自己的主观感受。 当你透过这些因素定义自己时，

得出的结论往往都是错误的。 

事实上，我们应该通过 神的话语即圣经这面真理的镜子来认识我们自己、认识我们的身

份。 罗马书 l2:2 教导我们如何依靠上帝的话语不断更新我们的自我认知的途径。 当我们

通过有规律的圣经学习、恒常的祈祷和不住地仰赖主基督来喂养我们的属灵生命时, 上帝

会让我们清楚地领悟到自己身为上帝儿女的地位，以及我们在基督里的真实身份。 上帝

会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是一群信靠祂，遵从祂旨意的蒙爱的儿女。 一旦你如此被光照之后，

你再也不会透过你过去的失败和沮丧来定义自己。 那些你曾经信以为真的谎言会逐渐被

上帝的真理替代，光明终将替代黑暗。  我们从圣经的教导中领悟到的、基于真理的身份

信息我们，我们真正的身份就是我们是一群与基督联合的人。 圣经告诉我们，使我们得

以在基督里，把我们紧紧地按立在基督里的就是上帝祂自己。 参照哥林多后书1：21。   

在这一本小册子里我们为你列举了一系列关乎你的基督徒身份的圣经真理，这些真理可以

帮助你获得在基督里的自由。 盼望你能敞开你的心扉，带着一颗祷告的心阅读这些经文，

透过查考这些经文来重新认识在上帝眼中的自己。  在阅读这些真理的过程中，你可以出

声宣告这些应许，拿信心与应许调和，存单纯的心来领受你真实的身份，也就是你在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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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身份。  请用你的名字来代替信息中的“我”字，好把这些真理应用在你现在的光景中。  

上帝的话语大有能力，其功效远远超过魔鬼的谎言。  当你用信心领受上帝的话语时，你

会经历到上帝转变生命的大能。 

我们的祷告是愿你真认识到你“在基督里”的身份，活出连于基督、在基督里的生命。 从而

真正体味到基督长阔高深的爱、以及你在基督里的荣耀的身份，透过基督看自己，献上自

己为上帝的荣耀而活，在世荣神益人。 请你花一些时间去查考有关你在基督里的身份的

真理，认识这些真理并把它们存记在心里。  盼望圣灵向你光照这些真理，你的生命就会

不再一样！ 你也可以把这些真理应用在那些你所关心的人身上，带着信心提名为他们祷

告，为他们宣告这些真理。 

 

罗马书 10：9-10 节告诉我们：“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信靠并顺服） 神使祂

从死人中复活，就必得救”。  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且已经开始感觉到你需要耶稣，愿意

诚心信靠祂，并愿意献上自己跟随祂，请你依照下面的祷告向上帝求告。 

 

“亲爱的上帝，我需要你来掌管并引导我的生命。 我认识到我需要你，我也认识到我的软

弱。 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独生的爱子， 且信基督耶稣是唯一的永生之道。 我相信耶稣基

督是为我的过犯受死，我相信基督为了使我称义而复活。 我为自己所犯的罪而诚心认罪

悔改，愿意离开我原先自私、自我中心的生活。  求你赦免我的罪，求你来到我的生命

中，成为我个人的救主。  请你赐下你的圣灵充满我，好让我可以活出一个荣耀你的生

命。 我愿单单属于你。 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 

  

如果你想找一个可信赖的人一起祈祷, 

请寄一封电子邮件给这一地址 InChrist@walkingbyfaith.tv 

InChrist@walkingbyfaith。 我们鼓励你为自己找一家高举圣经、传讲真理的教会, 去认

识并结交一群同为上帝儿女的基督徒朋友，一同成长。 

经文依据   ”我的天父如此讲到我的身份，凭着祂的启示和应许我相信…“ 

马太福音 5:13      我是世上的盐。 

马太福音5:14  我是世上的光。 

马可福音11:23-24  当我照着上帝的旨意、凭靠上帝的应许而祈求的时候，上帝就

会应允我，为我行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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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ll:9-10  我若凭着“上帝儿女”的身份，向我的天父祈求时，就能得到；

寻找，就寻见；叩门，就能得着得着上帝的应允。 

约翰福音3:36      信子的人有永生，我信靠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我有永生。  

约翰福音5:24 主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

就有永生…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已出死入生了。 

约翰福音7:38      主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

江河来。”』，我因着信靠基督，领受所应许的圣灵。 因着圣

灵的内住，圣灵在我们里面成为「活水的江河」。 有祂在我

里面，就有活水的江河从我的里面涌出，荣神益人。 

约翰福音8:31,32      主的真理释放了我，叫我得以自由 

约翰福音14:14      因我属于基督，我若奉耶稣之名，向父神祈求祂所应许的，父

就必然成就。 

约翰福音14:20      我在基督里面，基督也在我里面。 

约翰福音14:27      我有平安。 

约翰福音15:9     耶稣爱我，我是祂所爱的。 

约翰福音16:27      天父爱我，我是天父所爱的。 

 约翰福音17:9      我属于上帝，归祂所属 

约翰福音17:15      我得蒙上帝保守，那恶者终不能加害于我。 

约翰福音17:17      上帝的真理使我成圣。 

约翰福音17:18      我被差遣到世上。 

约翰福音17:22      我是承受 神的荣耀的。 

约翰福音17:23  因我在基督里，天父爱我如同爱祂的儿子耶稣基督一样。 

使徒行传13:38      因着耶稣基督的赦罪之恩，我的罪已经得蒙赦免了。 

使徒行传 13:39  因着信靠基督，我已经在那一切靠律法根本就不能称义的事情

上籍着基督已得称义了。 

罗马书 1:6       我是蒙耶穌基督所召的人。 

罗马书 1:7       我被 神所爱，蒙召作圣徒。 

罗马书 5:1       我因信称义，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以与 神和好了。 

罗马书5:2       我凭着信，藉着基督进入到恩典中。 

罗马书5:3-4      靠着祂的恩典，我能够在患难中忍耐；通过持久的忍耐使德行

被塑造、变得老练；老练与信心调和使我得着更为坚定的盼望。 



6 
 

罗马书5:5       神藉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把祂的爱浇灌在我的心里。 

罗马书5:10b      我已藉着基督复活的生命而得救。 

罗马书5:17      我因着耶稣基督在我的生命中作王，有份于祂复活的生命与尊

贵的荣耀。 

罗马书5:19      因着基督完美的顺服，我已经被称为义了。 

罗马书6:2       我已经向罪死了。 

罗马书6:3   我已受洗归入基督的死。 

罗马书 6:4  我已经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从此得着了从基督而来

的新生命，使我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 

罗马书6:6a   我已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罗马书6:6b   我不再是罪的奴仆。 

罗马书6:11   我向罪是死的，在基督里，向 神却是活的。 

罗马书6:14   我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中。 

罗马书6:18   我是义的奴仆。 

罗马书8:1   我如今不再被定罪了。 

罗马书8:2   我已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罗马书8:11     既然那曾经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 神的灵-住在我的里  

面赐我生命，并使我的心思意念被更新而变化，同一个圣灵必

使耶稣的生也彰显在我这必死的身上。 

罗马书8:16      我是 神的孩子。 

罗马书8:17      我是 神的后嗣；与基督同作后嗣。 

罗马书8:28      万事都互相效力使爱 神的人得益处，使我们得益处。 

罗马书8:30      我已被 神称义、终将得荣耀。 

罗马书12:3      神已经赐给我够用的信心，可以用来运用与其相等的恩赐。 

罗马书12:6      我已得着 神所赐的恩赐。 

罗马书14:8      或生或死，我总是主的人。 

罗马书 15:14  因着圣灵恩典的作为，我因信主而得着满有良善的新生命，充

足的属灵知识，能与其他弟兄姊妹相互扶持，彼此劝戒。 

哥林多前书 1:2      我是一位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分别为圣，蒙召为圣徒的人。 

哥林多前书1:4  我已在基督耶稣里领受神所赐的恩惠。 

哥林多前书1:5      我在基督里面凡事富足。 

哥林多前书1:7      我满有圣灵的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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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书1:9      神呼召我的目的，是要我与祂的儿子联合，与祂的儿子进入一

种彼此相交的亲密关系中。              

哥林多前书 1:30      神把我放在基督里，使基督成为我的智慧：公义、圣洁、救

赎。 

哥林多前书 2:12     我所领受的是 神的灵，叫我能知道 神开恩恩赐给我的事。 

哥林多前书 2:16     我有基督的心。 

哥林多前书3:9      我与 神同工，是 神所耕种的土地、所建造的房屋。 

哥林多前书3:16      我是 神的殿， 神的灵住在我里面。 

哥林多前书3:17      我是 神圣洁的殿。 

哥林多前书3:21-22     万有全是我的，而我又是属基督的。 

哥林多前书6:17      我与基督成为一灵。 

哥林多前书6:19      我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圣灵住在我里面。 

哥林多前书6:20      我是重价买来的，我要在身上荣耀神。  

哥林多前书7:22      我是基督的奴仆。 

哥林多前书15:52      将来，我们的身体将会得赎，主复活的大能要将我的身体改变

形状，与主复活的身体相似，承受那所应许的不朽坏的生命。 

哥林多前书15:53  我如今所拥有的这必朽坏的身体，要变成不朽坏的荣耀的身

体。 

哥林多后书1:4      在患难中我蒙受神的安慰，使我能去安慰那些在患难中的人。 

哥林多后书1:10      我被拯救脱离了极大的死亡。 

哥林多后书1:22      神用圣灵膏抹了我，神赐圣灵做印记，祂在我们身上盖了印，

表明我是祂的产业。 

哥林多后书2:14 我因着真认识基督，随处为主作见证，以生命彰显基督的香气。 

哥林多后书2:15      无论在得救的人或灭亡的人中间，我都是基督的馨香，是献给 

神的。 

哥林多后书3:3      我是基督的书信，叫人看见了可以认识基督。 

哥林多后书3:6      圣灵（生命之灵的律）以祂的大能大力，使我能够承担新约的

执事。 

哥林多后书3:18      当我常常转向主，让主的荣光时常光照我时，主的灵会动工，

使我越来越像主，从荣耀到荣耀。                 

哥林多后书4:1      我既然蒙了怜悯，就不丧胆。 

哥林多后书4:7      上帝圣洁的灵居住在我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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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后书4:10      耶稣复活的生命显明在我身上。 

哥林多后书4:16      我的内心日渐更新变化，一天新似一天。 

哥林多后书5:1  我将来要承受的身体大有荣耀，那是一个属天的，永存不朽坏

的、神所建造的天上的居所。 

哥林多后书5:7      作为 神的儿女，我行事为人凭信心，而不凭着眼见；凡事用

信心来仰望主，跟随主。 

哥林多后书5:17      我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哥林多后书5:18      我藉着基督与 神和好，并领受了劝人与祂和好的职分。 

哥林多后书5:20      我是基督的使者，替基督劝人与 神和好。 

哥林多后书5:21      上帝使我在基督里成为 神的义。 

哥林多后书9:8      神赐给我各样的恩惠，是要叫我能行多行各样的善事。 

哥林多后书10:7      我是属基督的。 

哥林多后书13:5  耶稣基督在我心里。 

加拉太书2:20      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

面活着。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 神的儿子而活；祂爱我，

为我舍己。 

加拉太书3:26      我因着信， 在基督耶稣里都作了 神的儿子。 

加拉太书3:28      我因着信，在基督耶稣里与众信徒圣徒相交，成为一体了。 

加拉太书3:29      我是属基督的，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 

加拉太书4:6      我是 神的儿子。 

加拉太书4:7 我不再是奴仆，乃是儿子；既然是儿子，就靠着 神承受产业。 

加拉太书5:22-23  我顺着圣灵而行，圣灵在我身上结出祂的果子，就是仁爱、喜

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以弗所书1:2      我得蒙恩惠与平安。 

以弗所书1:3      我在基督里领受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以弗所书1:4a      我在基督里蒙拣选。 

以弗所书1:4b      我在 神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以弗所书1:5      我藉着耶稣基督成为 神的儿女。 

以弗所书1:6      我在 神爱子里被接纳。 

以弗所书1:7      我在祂爱子里，借着爱子的血蒙了救赎，过犯得到赦免。 

以弗所书1:11      我已得了基业。 

以弗所书1:13      我已在基督里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作为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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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书1:20      神使基督从死人中复活，借着复活的大能使基督坐在祂的右手

边；因我与基督联合，也使我在基督里安坐在天上。 

以弗所书1:22      万有都归服在基督的脚下，我在基督里。 

以弗所书2:4      神以祂神性的大爱爱着我。 

以弗所书2:5      神使我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以弗所书2:6      神在基督耶稣救赎我们，使我们得着复活的生命，使我们坐在

天上。 

以弗所书2:8      我得救是靠着恩典，借着信心。这不是出于自己，而是 神所

赐的。 

以弗所书2:10      我原是 神的杰作，是在基督耶稣里创造的，为的是要我能行

各样的善事，活出 神美善的旨意。 

以弗所书2:13      我从前是远离神的人，如今在基督里，靠着祂的血已经可以亲

近 神了。 

以弗所书2:14      基督使我们和睦。 

以弗所书2:18      作为 神的儿女，我们藉着基督，在同一个圣灵里，得以进到

父面前。 

以弗所书2:19a      我不再是外人和客旅，而是与圣徒一同作国民，是 神家里的

人了。 

以弗所书3:6a      我与基督同为后嗣，同为一体。 

以弗所书3:6b      我在基督耶稣里，与众圣徒同蒙应许。 

以弗所书3:12      我们因信基督，就在祂里面放胆无惧，满有把握地进到 神面

前。 

以弗所书3:16      神藉着 祂的灵，用大能使我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以弗所书3:17  神使基督借着我的信，住在我心里，使我在爱里生根建造。 

以弗所书3:20      神照着运行在我里面的大力，能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乎我

所求所想。 

以弗所书4:7      我已蒙恩。 

以弗所书4:24     因我有基督的生命，能学习效法基督，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

着 神的形象，在公义和真实的圣洁里创造的。 

以弗所书4:32  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所以我也去饶恕别人。 

腓立比书1:6      我深信在我心里动了善工的上帝，必成全这工，直到基督耶稣

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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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立比书1:11    我靠着耶稣基督能够结满公义的果子，使 神得着荣耀和赞美。 

腓立比书1:21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 

腓立比书2:13      神为了成全自己的美意，就在我里面动工，使我可以立志和行

事。 

腓立比书2:15      我是属 神的儿女，在这弯曲的时代好像明光照耀，作世上的

光 。 

腓立比书4:6,7      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我所要的告诉 神，神所赐的

平安必保守我的心怀意念。 

腓立比书4:13     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 

腓立比书4:19  我的神必照祂在基督耶稣里荣耀的丰富，满足我一切所需。 

歌罗西书1:12      感谢父神，祂使我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 

歌罗西书1:13      神救我脱离了黑暗的权势，把我迁到祂爱子的国里。 

歌罗西书1:14      我在爱子里蒙了救赎，罪得赦免。 

歌罗西书1:27      基督在我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 

歌罗西书2:10      我在基督里得了丰盛。 

歌罗西书2:12      我已受洗与基督一同埋葬，也与祂一同复活。 

歌罗西书2:13a      神使我与基督耶稣一同活了过来。 

歌罗西书2:14      因基督为我上十字架，涂抹了我们的罪，在基督里我蒙赦免，

得释放。 

歌罗西书3:1-3      因着信靠基督，与祂联合，与祂一同复活，共享同一生命，同

一前途，所以我求上面的事，思念上面的事。老我已经和基督

同死、同埋葬，我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 神里面。 

歌罗西书3:10  我已穿上了新人、披戴基督，在新生命里生活，在新规律中行

事为人，站在新地位上事奉 神。这新人照着他的创造者的形

象渐渐更新，能够充分认识主。 

帖撒罗尼迦前书1:10     耶稣基督救我脱离将来的忿怒。 

帖撒罗尼迦前书4:9     神叫我与众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爱人如己。 

帖撒罗尼迦前书4:17     我将来必在空中与主有一个美好的相遇，并永远与祂同在。 

帖撒罗尼迦前书5:9  我已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得拯救。 

帖撒罗尼迦后书2:13  上帝爱我，祂从起初就拣选了我，借着圣灵成圣的工作，和我

对真道的信心，使我得救。 

帖撒罗尼迦后书3:3     信实的主必坚固我、保护我脱离那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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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前书6:12  我是为永生而蒙召的。 

提摩太后书1:7      神赐给我的不是胆怯的灵，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 

提摩太后书1:9      神救了我，以圣召呼召我，不是按照我的行为，却是按照祂自

己的计划和恩典；这恩典是在永世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了

我的。 

提摩太后书1:12      我深信 神能保全我所交付祂的，直到那日。 

提摩太后书1:14      圣灵住在我里面。 

提摩太后书4:8  主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提多书2:14      神已赎我脱离一切罪恶，并且洁净我作祂自己的子民。 

提多书3:6  上帝藉着耶稣基督我的救主，将圣灵丰丰富富地浇灌在我身

上。  

提多书3:7   我已因着 神的恩得称为义，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 

腓利门书1:6 我所行的每一件善行，都是因着基督，为着基督而做；能使人

因此认识到这些出于信心的服侍，都是为着基督、归于基督的。 

希伯来书1:14      天使奉差遣为我们这些承受救恩的人效劳。 

希伯来书2:8      万物都服在基督的脚下，我在基督里。 

希伯来书3:1      我注目仰望耶稣， 就是作使徒、作我们所宣扬的大祭司的那

一位基督。 

希伯来书3:6      我是 神的居所，是耶稣基督所居住的居所。 

希伯来书3:14      我是有分于基督的人。 

希伯来书4:3      我已进入祂的安息。 

希伯来书4:10      我凭着信心来接受 神所成就的完整的救赎；完全倚靠 神，进

入到祂那已经成就了的安息里；正如 神如何对祂的工作满意

而进入安息，我也照样因 神的满意而满意，安然享受祂为我

成就的救恩。 

希伯来书4:14      我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的、至尊至荣耀的大祭司。 

希伯来书4:15     我有一位能体恤我的软弱的大祭司。 

希伯来书4:16      我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为随

时的帮助。 

希伯来书7:25       基督救赎我就能拯救到底；能救到永远；因为祂长远活着，

为我代求。 

希伯来书10:10      靠着耶稣基督一次而永远地献上祂的身体，我得以成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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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来书10:22      我心中天良的亏欠已蒙基督的宝血洒净，得以洗净，身体也已

经被洗净了，生命被圣灵的大能和 神的道被洗净了。 

希伯来书12:1      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 

希伯来书12:10      神管教我是为着我的益处，使我在祂的圣洁上有分。 

希伯来书12:28      我已领受了不能震动的国，因此我感谢并敬拜我的 神。 

希伯来书13:5      神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希伯来书13:12      耶稣用自己的宝血使我成圣。 

希伯来书13:21  耶稣在各样善事上成全我，好使我遵行祂的旨意；又使我行祂

所喜悦的事。 

雅各书1:5      我若向祂求智慧，那厚赐与众人，而且不斥责人的 神就必赐

给我。 

雅各书1:12  在忍受试炼、经过考验之后，我必将得着生命的冠冕，这冠冕

主应许给爱祂的人的。 

彼得前书1:3      神照着自己的大怜悯，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叫我

有活泼的盼望。 

彼得前书1:4      我已得着不能锈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存留在天上的

基业。 

彼得前书1:5     我因信而蒙 神能力保守，必要得着所预备在末世显现的救恩。 

彼得前书1:16      我要圣洁，因为 神是圣洁的。 

彼得前书1:18-19      我得赎不是凭着能锈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

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 

彼得前书1:23   我已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却是由于不能坏的种   

子，就是借着 神永活长存的道。 

彼得前书2:9     我属于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 是属 神的

子民，（神如此恩待我是）要叫我宣扬那召我出黑暗、入奇妙

光明者的美德。 

彼得前书2:10      我是 神的子民，从前未蒙怜恤，现在却蒙了怜恤。 

彼得前书2:24      因祂所受的鞭伤，我便得了医治。 

彼得前书3:18      我已在灵里复活了。 

彼得前书4:14  神荣耀的灵常住在我身上。 

彼得后书1:3      神以祂神圣的能力，因着我确实认识那位用自己的荣耀和美

善呼召我，把一切有关生命和敬虔的事，都赐给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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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后书1:4      祂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叫我既脱离世上从情欲

来的败坏，就得以与 神的性情有分。 

彼得后书1:9   我过去的罪已经得了洁净。 

约翰一书1:9   我若承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的罪， 

洗净我一切的不义。 

约翰一书2:12      我的罪藉着主名得了赦免。 

约翰一书2:27      我里面既然有从主领受的膏抹，就不需要别人教导我了，因为

在一切事上有主的膏抹教导我；这膏抹是真的，不是假的，我

当按着祂所教导的住在祂里面。 

约翰一书3:2      我现在是 神的孩子，将来如何，还未显明；然而我知道，主

若显现，我必要像祂，因为我必得见祂的真体。 

约翰一书3:22  因为我遵守 神的命令，且行祂所喜悦的事，我一切所求的，

就必从  神得着。 

 

主啊，求你引导我、提醒我、让我知道哪些人是你希望我借着我的祷告去服侍，帮助他们

认识到他们在基督里的身份的亲朋好友。 当你把他们的名字显明给我时，我就为他们祷

告，祈求你预备他们的心好好领受你这一改变生命的大能信息。 主啊，求你赐福于我，

引领我们。阿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