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 个神的应许-圣经中的应许多达 22500 个
神在《圣经》里所赐给圣徒的诸般应许，就好像一个取之不尽的宝库，我们
不仅需要充分认识其中的丰富，而且还要找到揭开这宝库的钥匙。
根据程蒙恩前辈所著《神的 120 个应许》一书（书中内容丰富，日志篇幅有
限），只能将书中 120 个《圣经》中神主要的应许做成此日志，愿你一生享用！
你若能听神的话，凡事按神的话语行，你会力上加力、恩上加恩、一生在神
的祝福中。反之则无！-弟兄 渴慕神
一、 有关救恩的应许
1. 得永生的应许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 3:16）
2. 灵魂得救的应许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就会有新生命的表现，流露出好的行
为，叫神得着荣耀。”（罗 10:9）
3. 作神儿女的应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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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4. 罪被洗净的应许 “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
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霞，必白如羊毛。”（赛 1:18）
5. 因信称义的应许 “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
别。”（罗 3:22）
6. 犯罪得赦免的应许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
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 11:9）
7. 蒙饶恕的应许 “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比饶恕你们的过犯。”（太
6:14）
8. 永远得救的应许 “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
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
取。”（约 10:28—29）
9. 神与以色列家订立新约的应许 “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主又说：'
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
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他们不用各人领导
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
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记念他们的罪愆。’”（来 8:6、1012）
10.得更丰盛生命的应许 “我来了，是要叫羊（或作“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
丰盛。”（约 10:10）
1

11.全家得救的应许 “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徒 16:31）
二、得着圣灵的应许
12. 得着圣灵永远同在的应许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
他永远与你们同在。”（约 14:16）
13. 得着圣灵为印记的应许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
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弗 1:13）
14. 得圣灵的活水、永不干渴的应许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
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约 4:14）
15. 多赐圣灵的应许 “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
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么？”（路 11:13）
16. 被圣灵充满的应许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
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约 7:38-39）
17. 受灵浸的应许 “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祝福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
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
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徒 1:4-5）
18. 圣灵浇灌的应许 “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
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作异梦。在那些日
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侍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徒 2:17-18）
三、祷告得答应的应许
19. 祈求就得着的应许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
们开门。”（太 7:7）
20. 在暗中祷告父而蒙报答的应许 “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
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观察，必然报答你。”（太 6:6）
21. 奉主名祈求必蒙成就的应许 “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
因儿子的荣耀。”（约 14:13）
22. 信是得着就必得着的应许 “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
着的，就必得着.” （可 11:24）
23. 信心能以移山的应许 “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荠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
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比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太
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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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将事交托耶和华，祂必成全的应许 “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
他就必成全。”（诗 37:5）
25. 求神的国与义而蒙神眷顾的应许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
都要加给你们了。”（太 6:33）
26. 同心祷告必蒙垂听的应许 “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
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太 18:19）
27. 住在主里面，祈求就得以成就的应许 “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
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约 15:7）
28. 神家的人数多如羊群的应许 “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
数，多如羊群。他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我要给他们成就。”（结 36:37）
四、得平安、得力量的应许
29. 主留下平安给圣徒的应许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约
14:27）
30. 主使我们得安息的应许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
们得安息。”（太 11:28）
31. 主使我们放心的应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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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16:33）
32. 神赐出人意外之平安的应许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著祷告、祈求和
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
你们的心怀意念。”（腓 4:6-7）
33. 认识神得平安和福气的应许 “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
你。”（伯 22:21）
34. 一生一世必得安稳的应许 “你一生一世必得安稳，有丰盛的救恩并智慧和
知识，你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赛 33:6）
35. 等候神必重新得力的应许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
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赛 40:31）
36. 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的应许 “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
（申 33:25）
五、蒙神赐福的应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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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多给人而蒙神多给的应许 “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
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地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甚么量器量给人，也
必用甚么量器量给你们。”（路 6:38）
38. 奉献金钱为着神的家而蒙福的应许 “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
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
倾福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玛 3:10）
39. 神赐丰富供应的应许 “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
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腓 4:19）
40. 孝敬父母、在世长寿的应许 “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
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弗 6:2）
41. 耶和华必偿还的应许 “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
必偿还。”（箴 19:17）
42. 心灵不饿不渴的应许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
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约 6:35）
43. 出入得草吃的应许 “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
吃。”（约 10:9）
44. 神以恩典为年岁之冠冕的应许 “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
脂油。”（诗 65：11）
45. 得生命丰富的应许 “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太 10:39）
六、危难中蒙神眷顾的应许

46. 神的慈爱、平安必不离开的应许 “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
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怜恤你的耶和华说的。”（赛
54:10）
47. 总不被撇下的应许 “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来
13:5）
48. 必蒙保护得平安的应许 “虽有千人仆倒在你旁边，万人仆倒在你右边，这
灾却不得临近你。……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
挨近你的帐棚。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
要用手托著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
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
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诗 9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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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出入蒙保护的应许 “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
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
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诗
121:5-8）
50. 总不被丢弃的应许 “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约 6:37）
51. 蒙神坚固、帮助、扶持的应许 “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
惶，因为我是你的 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
你。”（赛 41:10）
52. 忍耐到底必然得救的应许 “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太 24:13）
七、敬畏神、信靠神的应许
53. 敬畏神必得丰富的应许 “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
赏赐。”（箴 22:4）
54. 敬畏神的人必蒙神保护和搭救的应许 “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
安营搭救他们。”（诗 34:7）
55. 敬畏神必蒙神赐福的应许 “凡敬畏耶和华的，无论大小，主必赐福给
他。”（诗 115:13）
56. 敬畏神必蒙祂指引当行的路之应许 “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
择的道路。”（诗 25:12）
57. 敬畏神必蒙神启示祂的约之应许 “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
的约指示他们。”（诗 25:14）
58. 敬畏耶和华的人一无所缺的应许 “耶和华的圣民哪，你们当敬畏他，因敬
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甚么好处都不
缺。”（诗 34:9-10）
59. 操练敬虔的应许 “操练身体，益处还少；惟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
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提前 4:8）
60. 关乎生命和虔敬之事的应许 “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
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分。”（彼后
1:4）
61. 倚靠耶和华必得安稳的应许 “惧怕人的，陷入网罗；惟有倚靠耶和华的，
必得安稳。”（箴 29:25）
62. 信靠神必不得羞愧的应许 “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罗 10：11）
63. 神所说的话绝不徒然还回的应许 “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
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
5

此，决不徒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它去成就（注：“发它去成
就”或作“所命定的”）事上必然亨通。” （赛 55:10-11）
64. 王国必因亚伯拉罕得福的应许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
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
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创 12:2-3）
65. 神赐迦南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创 12:7）
66. 神使亚伯拉罕的后裔多如天上的星的应许 “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
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创
15:5）
八、神同在的应许

67.主必与我们同在的应许 “我总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约
14:8）
68.在主名里聚会就有主同在的应许 “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
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太 18:20）
69.主向爱祂之人显现的应许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
必蒙我父爱他， 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 （约 14:21）
70.父与子与爱祂之人同住的应许 “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
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约 14:23）
71.主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的应许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 28:20）
72.得着生命之光的应许 “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
黑暗里走，必要得著生命的光。’”（约 8:12）
73.主必临到我们像甘雨春雨的应许 “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
出现确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何 6:3）
74.耶和华必同在的应许 “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
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书 1:9）
九、得权柄、能力、恩赐做主工的应许

75. 赐天国钥匙的应许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
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太 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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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主赐门徒有赦罪之权柄的应许 “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
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约 22:23）
77. 为着神的事工可以吩咐祂的应许 “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是造就以色列
的如此说：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至于我的众子，并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
求我命定。”（赛 45:11）
78. 信的人有神迹随着他们的应许 “信的人必有神迹随著他们：就是奉我的名
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甚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
就必好了。”（可 16:17-18）
79. 得人如得鱼的应许 “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
一样。’”（太 4:19）
80. 将各样的恩赐赏给圣徒的应许。 “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
样的恩赐赏给人。”（弗 4:8）
81. 有的还要加给他的应许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
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太 25:29）
十、主耶稣九福的应许

82. 虚心的人承受天国的应许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太
5:3）
83. 哀恸的人必得安慰的应许 “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太
5:4）
84. 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的应许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太 5:5）
85. 饥渴慕义的人必得饱足的应许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
足。”（太 5:6）
86. 怜恤人的人必蒙怜恤的应许 “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
（太 5:7）
87. 清心的人必得见神的应许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太
5:8）
88. 使人和睦的人必称为神的儿子之应许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
称为神的儿子。”（太 5:9）
89. 为义受逼迫的人必承受天国的应许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
他们的。”（太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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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为主受逼迫必得天上大赏赐的应许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
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
大的。” （太 5:11-12）
十一、有关将来赏赐的应许

91.接待先知和义人必得赏赐的应许 “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
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太 10:41）
92.关心门徒必得赏赐的应许 “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
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太 10:42）
93.忍受试探必得生命之冠冕的应许 “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
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雅 1:12）
94.得天上基业的应许 “愿颂赞归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 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
悯，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著不
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彼前 1:3-4）
95.得着称赞、荣耀、尊贵的应许 “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
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著称赞、荣耀、尊
贵。”（彼前 1:7）
96.为主撇下必得百倍赏赐的应许 “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
母亲（注：有古卷添'妻子’）、儿女、田地的，必要得著百倍，并且承受永
生。”（太 19:29）
97.存勇敢的心必得大赏赐的应许 “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
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著所应许的。”
（来 10:35-36）
98.得公义冠冕的应许 “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著公义审判的
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提后
4:8）
99.得荣耀冠冕的应许 “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
冕。”（彼前 5:4）
100. 神把万物赐给我们的应许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
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罗 8:32）
十二、主对得胜者的应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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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主对以弗所教会得胜者的应许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
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启 2:7）
102. 主对士每拿教会得胜者的应许 “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
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
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启 2:10）
103. 主对别迦摩教会得胜者的应许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
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吗哪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著新
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 （启 2:17）
104. 主对推雅推喇教会得胜者的应许 “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
他权柄制伏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注：'辖管’原文作'牧’），将他们
如同窑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晨星赐给
他。” （启 2:26-28）
105. 主对撒狄所教会得胜者的应许 “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
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 （启
3:5）
106. 主对非拉铁非教会得胜者的应许 “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 神殿中作柱
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 神的名和我 神城的名（这城就是
从天上、从我 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
面。” （启 3:12）
107. 主对老底嘉教会得胜者的应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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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
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 （启
3:20-21）
十三、主再来、圣徒被提、复活、进国度的应许

108. 主耶稣怎样去、也要怎样来的应许 “加利利人哪，你们为甚么站著望天
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
（徒 1:11）
109. 主必快来的应许 “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
我愿你来！”（启 22:20）
110. 得胜者被提的应许 “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
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启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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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贱体变主荣行的应许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
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著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
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腓 3:20-21）
112. 必要像主的应许 “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
的真体。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约 11:2-3）
113. 全体圣徒被提的应许 “以后我们这活著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
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帖前 4:17）
114. 信主的人必要复活的应许 “耶稣对她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
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约 11:25）
115. 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的应许 “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
（帖前 4:16）
116. 主将国度赐给与祂同受磨练之人的应许 “我在磨炼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
是你们。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路 22:28-29）
117. 主将国度赐给爱祂之人的应许 “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
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
吗？”（雅 2:5）
118. 在国度里坐宝座的应许 “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
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
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太 19:28）
119. 若能忍耐必能与主一同作王的应许 “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
王。”（提后 2:12）
120. 神要建立新天新地的应许 “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
其中。”（彼后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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