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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己, 捨命, 捨去 
  

[Mat]  太 16:24 於是耶穌對門徒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Mat] 太 16:25 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生命或作靈魂下同〕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喪掉生命的、必得著生命。 

[Mat] 太 16:26 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甚麼益處呢．人還能拿甚麼換生命呢。 

 

[Mak] 可 8:34 於是叫眾人和門徒來、對他們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Mak] 可 8:35 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生命或作靈魂下同〕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和福音喪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 

[Mak] 可 8:36 人就是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甚麼益處呢。 

[Mak] 可 8:37 人還能拿什麼換生命呢。 
 

[L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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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k] 路 9:24 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生命或作靈魂下同〕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喪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 

[Luk] 路 9:25 人若賺得全世界、卻喪了自己、賠上自己、有甚麼益處呢。 

[Jhn] 約 12:24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

多子粒來。 

[Jhn] 約 12:25 愛惜自己生命的、就失喪生命．在這世上恨惡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 

[Jhn] 約 12:26 若有人服事我、就當跟從我．我在那裡、服事我的人、也要在那裡．若有人服事我、我

父必尊重他。 
 

[Gal] 加 1:1 作使徒的保羅、（不是由於人、也不是藉著人、乃是藉著耶穌基督、與叫他從死裡復活的父 神） 

[Gal] 加 1:2 和一切與我同在的眾弟兄、寫信給加拉太的各教會。 

[Gal] 加 1:3 願恩惠平安、從父 神與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 

[Gal]  加 1:4 基督照我們父 神的旨意為我們的罪捨己、要救我們脫離這罪惡的世代． 

[Gal]  加 1:5 但願榮耀歸於 神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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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ph] 弗 5:18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蕩 (debauchery)、乃要被聖靈充滿。 

[Eph] 弗 5:19 當用詩章  (psalms)、頌詞  (hymns)、靈歌  (spiritual songs)、彼此對說、口唱心和的讚美主． 

[Eph] 弗 5:20 凡事要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常常感謝父 神。 

[Eph] 弗 5:21 又當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順服。 

[Eph] 弗 5:22 你們作妻子的、當順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順服主． 

[Eph] 弗 5:23 因為丈夫是妻子的頭、如同基督是教會的頭．他又是教會全體的救主。 

[Eph] 弗 5:24 教會怎樣順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樣凡事順服丈夫。 

[Eph] 弗 5:25 你們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正如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 

[Eph] 弗 5:26 要用水藉著道、把教會洗淨、成為聖潔、 

[Eph] 弗 5:27 可以獻給自己、作個榮耀的教會、毫無玷污皺紋等類的病、乃是聖潔沒有瑕疵的。 

[Eph] 弗 5:28 丈夫也當照樣愛妻子、如同愛自己的身子．愛妻子、便是愛自己了。 

[Eph] 弗 5:29 從來沒有人恨惡自己的身子、總是保養顧惜、正像基督待教會一樣． 

[Eph] 弗 5:30 因我們是他身上的肢體。〔有古卷在此有就是他的骨他的肉〕 

[Eph] 弗 5:31 為這個緣故、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 

[Eph] 弗 5:32 這是極大的奧秘、但我是指著基督和教會說的。 

[Eph] 弗 5:33 然而你們各人都當愛妻子、如同愛自己一樣．妻子也當敬重他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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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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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有全備的信、叫我能夠移山、卻沒有愛、我就算

不得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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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o] 林前 13:3 我若將所有的賙濟窮人、又捨己身叫人焚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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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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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是永不止息．先知講道之能、終必歸於無有．說方言

之能、終必停止、知識也終必歸於無有。 
 
捨去 
[Job] 伯 2:1 又有一天、 神的眾子來侍立在耶和華面前、撒但也來在其中。 

[Job] 伯 2:2 耶和華問撒但說、你從那裡來．撒但回答說、我從地上走來走去、往返而來。 

[Job] 伯 2:3 耶和華問撒但說、你曾用心察看我的僕人約伯沒有．地上再沒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 神、

遠離惡事．你雖激動我攻擊他、無故的毀滅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純正。 

[Job] 伯 2:4 撒但回答耶和華說、人以皮代皮、情願捨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 

[Job] 伯 2:5 你且伸手、傷他的骨頭、和他的肉．他必當面棄掉你。 

[Job] 伯 2:6 耶和華對撒但說、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 

[Job] 伯 2:7 於是撒但從耶和華面前退去、擊打約伯、使他從腳掌到頭頂、長毒瘡。 

[Job] 伯 2:8 約伯就坐在爐灰中、拿瓦片刮身體。 

[Job] 伯 2:9 他的妻子對他說、你仍然持守你的純正麼．你棄掉 神、死了罷。 

[Job] 伯 2:10 約伯卻對他說、你說話像愚頑的婦人一樣。噯、難道我們從 神手裡得福、不也受禍麼。
在這一切的事上、約伯並不以口犯罪。 

 
[Dan] 但 3:28 尼布甲尼撒說、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的 神、是應

當稱頌的、他差遣使者救護倚靠他的僕人、他們不遵王命、捨去己身、

在他們 神以外不肯事奉敬拜別神． 

[Dan] 但 3:29 現在我降旨、無論何方何國何族的人、謗讟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之 神的、必被凌遲、他的房屋必成糞堆、因為

沒有別神能這樣施行拯救。 
[Dan] 但 3:30 那時王在巴比倫省、高升了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 

 
[Mat] 太 10:5 耶穌差這十二個人去、吩咐他們說、外邦人的路、你們不要走．撒瑪利亞人的城、你們不要進． 

[Mat] 太 10:6 寧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裡去。 

[Mat] 太 10:7 隨走隨傳、說、天國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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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 太 10:8 醫治病人、叫死人復活、叫長大痲瘋的潔淨、把鬼趕出去．你們白白的得來、也

要白白的捨去。 

[Mat] 太 10:9 腰袋裡、不要帶金銀銅錢。 

[Mat] 太 10:10 行路不要帶口袋、不要帶兩件褂子、也不要帶鞋和柺杖．因為工人得飲食、是應當的。 

 
[Jhn] 約 10:14 我是好牧人．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 

[Jhn] 約 10:15 正如父認識我、我也認識父一樣．並且我為羊捨命。 

[Jhn] 約 10:16 我另外有羊、不是這圈裡的．我必須領他們來、他們也要聽我的聲音．並且要合成一群、

歸一個牧人了。 

[Jhn] 約 10:17 我父愛我、因我將命捨去、好再取回來。 

[Jhn] 約 10:18 沒有人奪我的命去、是我自己捨的。我有權柄捨了、也有權柄取回來．這是我從我父所

受的命令。 

 
捨命 
[Mat] 太 20:25 耶穌叫了他們來、說、你們知道外邦人有君王為主治理他們、有大臣操權管束他們。 

[Mat] 太 20:26 只是在你們中間不可這樣．你們中間誰願為大、就必作你們的用人． 

[Mat] 太 20:27 誰願為首、就必作你們的僕人． 

[Mat] 太 20:28 正如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 

 
[Mak] 可 10:42 耶穌叫他們來對他們說、你們知道、外邦人有尊為君王的、治理他們．有大臣操權管束他們。 

[Mak] 可 10:43 只是在你們中間、不是這樣．你們中間、誰願為大、就必作你們的用人． 

[Mak] 可 10:44 在你們中間、誰願為首、就必作眾人的僕人。 

[Mak] 可 10:45 因為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

價。 

 
[Jhn] 約 10:7 所以耶穌又對他們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我就是羊的門 
[Jhn] 約 10:8 凡在我以先來的、都是賊、是強盜．羊卻不聽他們。 

[Jhn] 約 10:9 我就是門．凡從我進來的、必然得救、並且出入得草喫。 

[Jhn] 約 10:10 盜賊來、無非要偷竊、殺害、毀壞．我來了、是要叫羊〔或作人〕得生命、並

且得的更豐盛。 

[Jhn] 約 10:11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 
[Jhn] 約 10:12 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見狼來、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趕散了羊群。 

[Jhn] 約 10:13 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並不顧念羊。 

[Jhn] 約 10:14 我是好牧人．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 

[Jhn] 約 10:15 正如父認識我、我也認識父一樣．並且我為羊捨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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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hn] 約 10:16 我另外有羊、不是這圈裡的．我必須領他們來、他們也要聽我的聲音．並且要合成一群、

歸一個牧人了。 

[Jhn] 約 10:17 我父愛我、因我將命捨去、好再取回來。 

[Jhn] 約 10:18 沒有人奪我的命去、是我自己捨的。我有權柄捨了、也有權柄取回來．這是我從我父所

受的命令。 

 
[Jhn] 約 13:36 西門彼得問耶穌說、主往那裡去。耶穌回答說、我所去的地方、你現在不能跟我去．後來卻要跟我去． 

[Jhn] 約 13:37 彼得說、主阿、我為甚麼現在不能跟你去．我願意為你捨命。 

[Jhn] 約 13:38 耶穌說、你願意為我捨命麼．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雞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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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hn] 約 15:13 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 

[Jhn] 約 15:14 你們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 

[Jhn] 約 15:15 以後我不再稱你們為僕人．因僕人不知道主人所作的

事．我乃稱你們為朋友．因我從我父所聽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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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你們的果子常存．使你們奉我的名、無論向父求甚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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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Jn] 約一 3:16 主為我們捨命、我們從此就知道何為愛．我們也當為弟兄捨命。 

[1Jn] 約一 3:17 凡有世上財物的、看見弟兄窮乏、卻塞住憐恤的心、愛 神的心怎能存在他裡面呢。 

[1Jn] 約一 3:18 小子們哪、我們相愛、不要只在言語和舌頭上．總要在行為和誠實上。 

 
捨了自己 
 

[Eph] 弗 5:1 所以你們該效法 神、好像蒙慈愛的兒女一樣． 

[Eph] 弗 5:2 也要憑愛心行事、正如基督愛我們、為我們捨了自己、當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獻與 神。 

 
[Tit] 多 2:12 教訓我們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慾、在今世自守、公義、敬虔度日．(We 

should l ive soberly ,  r ighteously,  and godly in the present age) 
[Tit]  多 2:13 等候所盼望的福、並等候至大的 神、和〔或作無和字〕我們救主耶穌基督的榮耀顯現。 

[Tit]  多 2:14 他為我們捨了自己、要贖我們脫離一切罪惡、又潔淨我們、特作自己的子民、熱心為善。 

[Tit]  多 2:15 這些事你要講明、勸戒人、用各等權柄責備人。不可叫人輕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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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 ]  多 3:1 你要提醒眾人、叫他們順服作官的、掌權的、遵他的命、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Tit]  多 3:2 不要毀謗、不要爭競、總要和平、向眾人大顯溫柔。(To speak evi l  of no one, to be peaceable,  gentle ,  showing al l  

humil i ty to al l  men.)  

 
捨 

[Rom] 羅 8:31 既是這樣、還有甚麼說的呢． 神若幫助我們、誰能敵擋我們呢。 

[Rom] 羅 8:32  神既不愛惜自己的兒子為我們眾人捨了、豈不也把萬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賜給我們麼。 

[Rom] 羅 8:33 誰能控告 神所揀選的人呢．有 神稱他們為義了。〔或作是稱他們為義的 神麼〕 

[Rom] 羅 8:34 誰能定他們的罪呢．有基督耶穌已經死了、而且從死裡復活、現今在 神的右邊、也替我們祈求。〔有基督云云

或作是已經死了而且從死裡復活現今在 神的右邊也替我們祈求的基督耶穌麼〕 

[Rom] 羅 8:35 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難道是患難麼、是困苦麼、是逼迫麼、是飢餓麼、是赤身露體麼、是危險麼、是

刀劍麼。 

[Rom] 羅 8:36 如經上所記、『我們為你的緣故、終日被殺．人看我們如將宰的羊。』 

[Rom] 羅 8:37 然而靠著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勝有餘了。 

 
[1Co] 林前 11:23 我當日傳給你們的、原是從主領受的、就是主耶穌被

賣的那一夜、拿起餅來、 

[1Co] 林前 11:24 祝謝了、就擘開、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

的．〔捨有古卷作擘開〕你們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 

[1Co] 林前 11:25 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

新約．你們每逢喝的時候、要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 

[1Co] 林前 11:26 你們每逢喫這餅、喝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

來。 

[1Co] 林前 11:27 所以無論何人、不按理喫主的餅、喝主的杯、就是干

犯主的身主的血了。 

[1Co] 林前 11:28 人應當自己省察、然後喫這餅、喝這杯。 

[1Co] 林前 11:29 因為人喫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體、就是喫喝自己的

罪了。 
 
[1Ti]  提前  2:5 因為只有一位 神、在 神和人中間、只有一位中保、

乃是降世為人的基督耶穌。 

[1Ti] 提前  2:6 他捨自己作萬人的贖價．到了時候、這事必證明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