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卑 聖經(120次)

新約(33次)
福音書(10)
歷史書(3)
保羅書信(12)

馬太福音(4)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6)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3)
羅馬書(2) 哥林多前書(1) 哥林多後書(2) 加拉太書(0) 以弗所書(0) 腓立比書(4) 歌羅西書(1) 帖
撒羅尼迦前書(0) 帖撒羅尼迦後書(0) 提摩太前書(0) 提摩太後書(2)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卑 bēi

普通書信(8) 希伯來書(0) 雅各書(4) 彼得前書(4) 彼得後書(0) 約翰壹書(0)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0) 猶大
書(0)
啟示錄(0)

律法書(2)
歷史書(20)

預言書(0)

約書亞記(0) 士師記(0)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2) 撒母耳記下(2) 列王記上(2) 列王記下(1) 歷代
志上(0) 歷代志下(13)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0)

創世紀(0) 出埃及記(1) 利未記(1) 民數記(0) 申命記(0)
舊約(87次)

以賽亞書(17) 耶利米書(2)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結書(2) 但以理書(4)
小先知書(5) 何西阿書(0) 約珥書(0) 阿摩司書(1)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1)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2)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1)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26)
詩歌智慧書(34) 約伯記(7) 詩篇(20) 箴言(7) 傳道書(0) 雅歌(0)

出10: 3 你在我面前不肯自~、要到幾
利26:41 若謙~了、他們也服了罪孽的
撒上 2: 7 足．使人~微、也使人高貴。

18:23 小事麼．我是貧窮~微的人。
撒下 6:22 我也必更加~微、自己看為輕

22:28 察看高傲的人、使他降~。
王上21:29 亞哈在我面前這樣自~、你看

21:29 因他在我面前自~、他還在世
王下22:19 在我面前自~、撕裂衣服、向
代下 7:14 若是自~、禱告、尋求我的面

12: 6 都自~說、耶和華是公義的。
12: 7 耶和華見他們自~、耶和華的
12: 7 他們既自~、我必不滅絕他們
12:12 王自~的時候、耶和華的怒氣
28:19 華、所以耶和華使猶大~微。
30:11 也有人自~、來到耶路撒冷。
32:26 就一同自~、以致耶和華的忿
33:12 在他列祖的　神面前極其自~
33:19 他未自~以前的罪愆過犯、並
33:23 耶和華面前像他父瑪拿西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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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微的安置在高處、將哀痛
14:21 不知道．降為~他也不覺得。
22:29 人使你降~、你仍可說、必得
22:29 升．謙~的人　神必然拯救。
24:24 他們降為~、被除滅、與眾人
40: 4 我是~賤的．我用甚麼回答你
40:11 見一切驕傲的人、使他降~．
詩10:17 謙~人的心願、你早已知道．
18:27 高傲的眼目、你必使他降~。
22:26 謙~的人必吃得飽足．尋求耶
25: 9 他必按公平引領謙~人、將他
34: 2 耀．謙~人聽見、就要喜樂。
37:11 但謙~人必承受地土、以豐盛
45: 4 謙~、公義、赫然坐車前往、
59:11 能力使他們四散、且降為~。
69:32 謙~的人看見了、就喜樂．尋
75: 7 他使這人降~、使那人升高。
76: 8 要救地上一切謙~的人．那時
79: 8 因為我們落到極~微的地步。
106:43 逆．因自己的罪孽降為~下。

107:39 患難、愁苦、就減少且~下。
113: 6 自己謙~、觀看天上地下的事
116: 6 我落到~微的地步、他救了我
136:23 他顧念我們在~微的地步、因
142: 6 因我落到極~之地．求你救我
147: 6 耶和華扶持謙~人、將惡人傾
149: 4 他要用救恩當作謙~人的妝飾
箴 3:34 譏誚的人、賜恩給謙~的人。
 6: 3 你要自~、去懇求你的朋友．
15:33 訓誨．尊榮以前、必有謙~。
16:19 心裏謙~與窮乏人來往、強如
18:12 驕傲．尊榮以前、必有謙~。
22: 4 敬畏耶和華心存謙~、就得富
29:23 人的高傲必使他~下．心裏謙
賽 2: 9 ~賤人屈膝、尊貴人下跪．所
 2:11 眼目高傲的必降為~、性情狂
 2:12 的、一切自高的都必降為~．
 2:17 狂妄的必降~．在那日、惟獨
 3: 5 年人、~賤人必侮慢尊貴人。
 5:15 ~賤人被壓服、尊貴人降為卑
 5:15 尊貴人降為~、眼目高傲的人
 5:15 卑、眼目高傲的人也降為~．
10:13 像勇士、使坐寶座的降為~．
11: 4 以正直判斷世上的謙~人．以
29:19 謙~人、必因耶和華增添歡喜
32: 7 用謊言毀滅謙~人．窮乏人講
53: 7 或作他受欺壓卻自~不開口〕
57: 9 遠方去、自~自賤直到陰間。
57:15 也與心靈痛悔謙~的人同居、
57:15 要使謙~人的靈甦醒、也使痛
61: 1 叫我傳好信息給謙~的人、〔
耶13:18 你們當自~、坐在下邊、因你
30:19 少．使他們尊榮、不致~微。
哀 1:11 求你觀看、因為我甚是~賤。
結21:26 要使~者升為高、使高者降為
21:26 卑者升為高、使高者降為~。
但 4:17 或立極~微的人執掌國權．
 4:37 那行動驕傲的、他能降為~。
 5:22 知道這一切、你心仍不自~、
11:21 必有一個~鄙的人興起接續為
摩 2: 7 阻礙謙~人的道路．父子同一
彌 6: 8 存謙~的心、與你的　神同行

番 2: 3 上遵守耶和華典章的謙~人哪
 2: 3 當尋求公義謙~、或者在耶和
亞10:11 必至~微．埃及的權柄必然滅
太11:29 我心裏柔和謙~、你們當負我
18: 4 所以凡自己謙~像這小孩子的
23:12 凡自高的必降為~、自卑的必
23:12 必降為卑、自~的必升為高。
路 1:48 因為他顧念他使女的~微．從
 1:52 權柄的失位、叫~賤的升高．
14:11 因為凡自高的必降為~．自卑
14:11 必降為卑．自~的必升為高。
18:14 必降為~．自卑的、必升為高
18:14 降為卑．自~的、必升為高。
徒 8:33 他~微的時候、人不按公義審
20:19 服事主凡事謙~、眼中流淚、
26:22 對著尊貴~賤老幼作見證．所
羅 9:21 又拿一塊作成~賤的器皿麼。
12:16 倒要俯就~微的人。〔人或作

林前 1:28 　神也揀選了世上~賤的、被
林後10: 1 是與你們見面的時候是謙~的

11: 7 就自居~微、叫你們高升、這
腓 2: 3 只要存心謙~、各人看別人比
 2: 8 就自己~微、存心順服、以至
 3:21 將我們這~賤的身體改變形狀
 4:12 我知道怎樣處~賤、也知道怎
西 2:23 自表謙~、苦待己身、其實在
提後 2:20 作為貴重的、有作為~賤的。

 2:21 脫離~賤的事、就必作貴重的
雅 1: 9 ~微的弟兄升高、就該喜樂．
 1:10 富足的降~、也該如此．因為
 4: 6 傲的人、賜恩給謙~的人。』
 4:10 務要在主面前自~、主就必叫

彼前 3: 8 愛如弟兄、存慈憐謙~的心．
 5: 5 也都要以謙~束腰、彼此順服
 5: 5 驕傲的人、賜恩給謙~的人。
 5: 6 所以你們要自~、服在　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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