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聪明 圣经(124次)

新约(23次)
福音书(10)
历史书(0)
保罗书信(12)

马太福音(6)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4)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0)
罗马书(5) 哥林多前书(4) 哥林多后书(1) 加拉太书(0) 以弗所书(1) 腓立比书(0) 歌罗西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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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聪明 cōng ming

普通书信(0) 希伯来书(0) 雅各书(0) 彼得前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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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律法书(8)
历史书(14)

预言书(1)

约书亚记(0) 士师记(1)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1) 撒母耳记下(2) 列王记上(4) 列王记下(0) 历代
志上(1) 历代志下(5)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0)

创世纪(2) 出埃及记(3) 利未记(0) 民数记(0) 申命记(3)
旧约(101次)

以赛亚书(7) 耶利米书(3)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2) 但以理书(10)
小先知书(3) 何西阿书(1) 约珥书(0) 阿摩司书(0) 俄巴底亚书(2) 约拿书(0) 弥迦书(0)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22)
诗歌智慧书(54) 约伯记(10) 诗篇(1) 箴言(43) 传道书(0) 雅歌(0)

创41:33 老当拣选一个有~有智慧的人
41:39 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有智慧
出31: 3 有~、有知识、能作各样的工
35:31 ~、知识、能作各样的工．
36: 1 就是蒙耶和华赐智慧~、叫他
申 4: 6 ~．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
 4: 6 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
32:28 列民毫无计谋、心中没有~。
士 5:29 ~的宫女安慰他〔原文作回答
撒上25: 3 是~俊美的妇人．拿八为人刚
撒下14: 2 从那里叫了一个~的妇人来、

20:16 有一个~妇人从城上呼叫、说
王上 2: 9 你是~人、必知道怎样待他、

 3:12 赐你~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
 4:29 　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
 7:14 ~、技能、善于各样铜作．他

代上22:11 但愿耶和华赐你~智慧、好治
代下 1:10 求你赐我智慧~、我好在这民

 1:11 只求智慧~好判断我的民．
 1:12 我必赐你智慧~．也必赐你资
 2:12 使他有谋略~、可以为耶和华
 2:13 在我打发一个精巧有~的人去
伯12: 3 但我也有~、与你们一样．并
12:20 人的讲论、又夺去老人的~。
12:24 他将地上民中首领的~夺去、
28:12 何处可寻．~之处在哪里呢。
28:20 何处来呢．~之处在哪里呢。
28:28 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
32: 8 有灵、全能者的气使人有~。
35:11 使我们有~胜于空中的飞鸟。
38: 4 哪里呢．你若有~只管说吧。
38:36 放在怀中、谁将~赐于心内。
诗111:10 是~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
箴 1: 5 增长学问、使~人得着智谋、
 2: 2 侧耳听智慧、专心求~．
 2: 3 呼求明哲、扬声求~、
 2: 6 慧．知识和~都由他口而出．
 2:11 谋略必护卫你．~必保守你．
 3: 4 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
 3: 5 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
 3:13 慧、得~的、这人便为有福。
 3:19 和华以智慧立地．以~定天．

 4: 1 听父亲的教训、留心得知~．
 4: 5 要得~、不可忘记、也不可偏
 4: 7 必得~。〔或作用你一切所得
 4: 7 或作用你一切所得的去换~〕
 5: 1 的话语、侧耳听我~的言词．
 7: 4 的姊妹．称呼~为你的亲人．
 8: 1 智慧岂不呼叫、~岂不发声。
 8: 9 有~的以为明显、得知识的以
 8:14 真知识．我乃~．我有能力。
 9:10 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
13:15 美好的~、使人蒙恩．奸诈人
14: 6 却寻不着．~人易得知识。
14:29 大有~．性情暴躁的、大显愚
14:33 智慧存在~人心中．愚昧人心
15:14 ~人心求知识．愚昧人口吃愚
15:21 为乐．~的人、按正直而行。
16:16 似得金子．选~强如选银子。
17: 2 仆人办事~、必管辖贻羞之子
17:10 深入~人的心、强如责打愚昧
17:16 愚昧人既无~、为何手拿价银
17:27 的有知识．性情温良的有~。
17:28 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
18:15 ~人的心得知识．智慧人的耳
19: 8 生命、保守~的、必得好处。
21:30 慧、~、谋略、敌挡耶和华。
22:12 眷顾~人．却倾败奸诈人的言
23: 4 要劳碌求富、休仗自己的~。
23:23 训诲、和~、也都不可卖。
24: 3 屋因智慧建造、又因~立稳．
28: 2 因有~知识的人、国必长存。
28:11 但~的贫穷人、能将他查透。
29: 7 恶人没有~、就不得而知。
30: 2 众人更蠢笨、也没有人的~。
30:24 地上有四样小物、却甚~．
赛10:13 我本有~．我挪移列国的地界
11: 2 就是使他有智慧和~的灵、谋
29:14 灭、~人的聪明、必然隐藏。
29:14 灭、聪明人的~、必然隐藏。
29:16 的物论造物的说、他没有~。
44:19 没有~、能说、我曾拿一分在
47:10 ~、使你偏邪、并且你心里说
耶 9:24 夸口的却因他有~、认识我是

10:12 慧建立世界、用~铺张穹苍。
51:15 慧建立世界、用~铺张穹苍。
结27: 9 和~人、都在你中间作补缝的
28: 4 靠自己的智慧~得了金银财宝
但 1: 4 知识~俱备、足能侍立在王宫
 1:17 赐给他们~知识．但以理又明
 1:20 就见他们的智慧~、比通国的
 2:21 与智慧人、将知识赐与~人．
 4:34 我的~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
 4:36 那时我的~复归于我、为我国
 5:11 又有~智慧、好像神的智慧．
 5:12 又有知识~、能圆梦、释谜语
 5:14 光明、又有~和美好的智慧．
 9:22 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
何13: 2 就是照自己的~制造、都是匠
俄 1: 7 罗陷害你．在你心里毫无~。
 1: 8 智慧人、从以扫山除灭~人。
太 7:24 好比一个~人、把房子盖在磐
11:25 向~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
25: 2 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的。
25: 4 ~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
25: 8 愚拙的对~的说、请分点油给
25: 9 ~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
路 2:47 都希奇他的~和他的应对。
10:21 向~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
16: 8 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作事~
16: 8 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
罗 1:14 ~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
 1:22 自称为~、反成了愚拙、
11:25 恐怕你们自以为~）就是以色
12:16 人或作事〕不要自以为~。
16:19 但我愿意你们在善上~、在恶

林前 1:19 的智慧、废弃~人的聪明。』
 1:19 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
 3:10 好像一个~的工头、立好了根
 4:10 你们在基督里倒是~的、我们

林后 1:12 不靠人的~、乃靠　神的恩惠
弗 1: 8 这恩典是　神用诸般智慧~、
提后 2: 7 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
启13:18 凡有~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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