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卑 圣经(120次)

新约(33次)
福音书(10)
历史书(3)
保罗书信(12)

马太福音(4)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6)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3)
罗马书(2) 哥林多前书(1) 哥林多后书(2) 加拉太书(0) 以弗所书(0) 腓立比书(4) 歌罗西书(1) 帖
撒罗尼迦前书(0) 帖撒罗尼迦后书(0) 提摩太前书(0) 提摩太后书(2)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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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8) 希伯来书(0) 雅各书(4) 彼得前书(4) 彼得后书(0) 约翰壹书(0)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0)
启示录(0)

律法书(2)
历史书(20)

预言书(0)

约书亚记(0) 士师记(0)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2) 撒母耳记下(2) 列王记上(2) 列王记下(1) 历代
志上(0) 历代志下(13)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0)

创世纪(0) 出埃及记(1) 利未记(1) 民数记(0) 申命记(0)
旧约(87次)

以赛亚书(17) 耶利米书(2)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结书(2) 但以理书(4)
小先知书(5) 何西阿书(0) 约珥书(0) 阿摩司书(1)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1)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2)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1)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26)
诗歌智慧书(34) 约伯记(7) 诗篇(20) 箴言(7) 传道书(0) 雅歌(0)

出10: 3 你在我面前不肯自~、要到几
利26:41 若谦~了、他们也服了罪孽的
撒上 2: 7 足．使人~微、也使人高贵。

18:23 小事么．我是贫穷~微的人。
撒下 6:22 我也必更加~微、自己看为轻

22:28 察看高傲的人、使他降~。
王上21:29 亚哈在我面前这样自~、你看

21:29 因他在我面前自~、他还在世
王下22:19 在我面前自~、撕裂衣服、向
代下 7:14 若是自~、祷告、寻求我的面

12: 6 都自~说、耶和华是公义的。
12: 7 耶和华见他们自~、耶和华的
12: 7 他们既自~、我必不灭绝他们
12:12 王自~的时候、耶和华的怒气
28:19 华、所以耶和华使犹大~微。
30:11 也有人自~、来到耶路撒冷。
32:26 就一同自~、以致耶和华的忿
33:12 在他列祖的　神面前极其自~
33:19 他未自~以前的罪愆过犯、并
33:23 耶和华面前像他父玛拿西自~
34:27 在我面前自~、撕裂衣服、向
36:12 他仍不在耶利米面前自~。
伯 5:11 将~微的安置在高处、将哀痛
14:21 不知道．降为~他也不觉得。
22:29 人使你降~、你仍可说、必得
22:29 升．谦~的人　神必然拯救。
24:24 他们降为~、被除灭、与众人
40: 4 我是~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
40:11 见一切骄傲的人、使他降~．
诗10:17 谦~人的心愿、你早已知道．
18:27 高傲的眼目、你必使他降~。
22:26 谦~的人必吃得饱足．寻求耶
25: 9 他必按公平引领谦~人、将他
34: 2 耀．谦~人听见、就要喜乐。
37:11 但谦~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
45: 4 谦~、公义、赫然坐车前往、
59:11 能力使他们四散、且降为~。
69:32 谦~的人看见了、就喜乐．寻
75: 7 他使这人降~、使那人升高。
76: 8 要救地上一切谦~的人．那时
79: 8 因为我们落到极~微的地步。
106:43 逆．因自己的罪孽降为~下。

107:39 患难、愁苦、就减少且~下。
113: 6 自己谦~、观看天上地下的事
116: 6 我落到~微的地步、他救了我
136:23 他顾念我们在~微的地步、因
142: 6 因我落到极~之地．求你救我
147: 6 耶和华扶持谦~人、将恶人倾
149: 4 他要用救恩当作谦~人的妆饰
箴 3:34 讥诮的人、赐恩给谦~的人。
 6: 3 你要自~、去恳求你的朋友．
15:33 训诲．尊荣以前、必有谦~。
16:19 心里谦~与穷乏人来往、强如
18:12 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
22: 4 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就得富
29:23 人的高傲必使他~下．心里谦
赛 2: 9 ~贱人屈膝、尊贵人下跪．所
 2:11 眼目高傲的必降为~、性情狂
 2:12 的、一切自高的都必降为~．
 2:17 狂妄的必降~．在那日、惟独
 3: 5 年人、~贱人必侮慢尊贵人。
 5:15 ~贱人被压服、尊贵人降为卑
 5:15 尊贵人降为~、眼目高傲的人
 5:15 卑、眼目高傲的人也降为~．
10:13 像勇士、使坐宝座的降为~．
11: 4 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人．以
29:19 谦~人、必因耶和华增添欢喜
32: 7 用谎言毁灭谦~人．穷乏人讲
53: 7 或作他受欺压却自~不开口〕
57: 9 远方去、自~自贱直到阴间。
57:15 也与心灵痛悔谦~的人同居、
57:15 要使谦~人的灵苏醒、也使痛
61: 1 叫我传好信息给谦~的人、〔
耶13:18 你们当自~、坐在下边、因你
30:19 少．使他们尊荣、不致~微。
哀 1:11 求你观看、因为我甚是~贱。
结21:26 要使~者升为高、使高者降为
21:26 卑者升为高、使高者降为~。
但 4:17 或立极~微的人执掌国权．
 4:37 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
 5:22 知道这一切、你心仍不自~、
11:21 必有一个~鄙的人兴起接续为
摩 2: 7 阻碍谦~人的道路．父子同一
弥 6: 8 存谦~的心、与你的　神同行

番 2: 3 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人哪
 2: 3 当寻求公义谦~、或者在耶和
亚10:11 必至~微．埃及的权柄必然灭
太11:29 我心里柔和谦~、你们当负我
18: 4 所以凡自己谦~像这小孩子的
23:12 凡自高的必降为~、自卑的必
23:12 必降为卑、自~的必升为高。
路 1:48 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微．从
 1:52 权柄的失位、叫~贱的升高．
14:11 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自卑
14:11 必降为卑．自~的必升为高。
18:14 必降为~．自卑的、必升为高
18:14 降为卑．自~的、必升为高。
徒 8:33 他~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
20:19 服事主凡事谦~、眼中流泪、
26:22 对着尊贵~贱老幼作见证．所
罗 9:21 又拿一块作成~贱的器皿么。
12:16 倒要俯就~微的人。〔人或作

林前 1:28 　神也拣选了世上~贱的、被
林后10: 1 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的

11: 7 就自居~微、叫你们高升、这
腓 2: 3 只要存心谦~、各人看别人比
 2: 8 就自己~微、存心顺服、以至
 3:21 将我们这~贱的身体改变形状
 4:12 我知道怎样处~贱、也知道怎
西 2:23 自表谦~、苦待己身、其实在
提后 2:20 作为贵重的、有作为~贱的。

 2:21 脱离~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
雅 1: 9 ~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
 1:10 富足的降~、也该如此．因为
 4: 6 傲的人、赐恩给谦~的人。』
 4:10 务要在主面前自~、主就必叫

彼前 3: 8 爱如弟兄、存慈怜谦~的心．
 5: 5 也都要以谦~束腰、彼此顺服
 5: 5 骄傲的人、赐恩给谦~的人。
 5: 6 所以你们要自~、服在　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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