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聰明 聖經(124次)

新約(23次)
福音書(10)
歷史書(0)
保羅書信(12)

馬太福音(6)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4)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0)
羅馬書(5) 哥林多前書(4) 哥林多後書(1) 加拉太書(0) 以弗所書(1) 腓立比書(0) 歌羅西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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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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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0) 希伯來書(0) 雅各書(0) 彼得前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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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律法書(8)
歷史書(14)

預言書(1)

約書亞記(0) 士師記(1)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1) 撒母耳記下(2) 列王記上(4) 列王記下(0) 歷代
志上(1) 歷代志下(5)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0)

創世紀(2) 出埃及記(3) 利未記(0) 民數記(0) 申命記(3)
舊約(101次)

以賽亞書(7) 耶利米書(3)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2) 但以理書(10)
小先知書(3) 何西阿書(1) 約珥書(0) 阿摩司書(0) 俄巴底亞書(2) 約拿書(0) 彌迦書(0)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22)
詩歌智慧書(54) 約伯記(10) 詩篇(1) 箴言(43) 傳道書(0) 雅歌(0)

創41:33 老當揀選一個有~有智慧的人
41:39 見沒有人像你這樣有~有智慧
出31: 3 有~、有知識、能作各樣的工
35:31 ~、知識、能作各樣的工．
36: 1 就是蒙耶和華賜智慧~、叫他
申 4: 6 ~．他們聽見這一切律例、必
 4: 6 大國的人真是有智慧、有~。
32:28 列民毫無計謀、心中沒有~。
士 5:29 ~的宮女安慰他〔原文作回答
撒上25: 3 是~俊美的婦人．拿八為人剛
撒下14: 2 從那裏叫了一個~的婦人來、

20:16 有一個~婦人從城上呼叫、說
王上 2: 9 你是~人、必知道怎樣待他、

 3:12 賜你~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沒
 4:29 　神賜給所羅門極大的智慧~
 7:14 ~、技能、善於各樣銅作．他

代上22:11 但願耶和華賜你~智慧、好治
代下 1:10 求你賜我智慧~、我好在這民

 1:11 只求智慧~好判斷我的民．
 1:12 我必賜你智慧~．也必賜你資
 2:12 使他有謀略~、可以為耶和華
 2:13 在我打發一個精巧有~的人去
伯12: 3 但我也有~、與你們一樣．並
12:20 人的講論、又奪去老人的~。
12:24 他將地上民中首領的~奪去、
28:12 何處可尋．~之處在哪裏呢。
28:20 何處來呢．~之處在哪裏呢。
28:28 主就是智慧、遠離惡便是~。
32: 8 有靈、全能者的氣使人有~。
35:11 使我們有~勝於空中的飛鳥。
38: 4 哪裏呢．你若有~只管說吧。
38:36 放在懷中、誰將~賜於心內。
詩111:10 是~人．耶和華是永遠當讚美
箴 1: 5 增長學問、使~人得著智謀、
 2: 2 側耳聽智慧、專心求~．
 2: 3 呼求明哲、揚聲求~、
 2: 6 慧．知識和~都由他口而出．
 2:11 謀略必護衛你．~必保守你．
 3: 4 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寵、有~。
 3: 5 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
 3:13 慧、得~的、這人便為有福。
 3:19 和華以智慧立地．以~定天．

 4: 1 聽父親的教訓、留心得知~．
 4: 5 要得~、不可忘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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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
 5: 1 的話語、側耳聽我~的言詞．
 7: 4 的姊妹．稱呼~為你的親人．
 8: 1 智慧豈不呼叫、~豈不發聲。
 8: 9 有~的以為明顯、得知識的以
 8:14 真知識．我乃~．我有能力。
 9:10 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
13:15 美好的~、使人蒙恩．奸詐人
14: 6 卻尋不著．~人易得知識。
14:29 大有~．性情暴躁的、大顯愚
14:33 智慧存在~人心中．愚昧人心
15:14 ~人心求知識．愚昧人口吃愚
15:21 為樂．~的人、按正直而行。
16:16 似得金子．選~強如選銀子。
17: 2 僕人辦事~、必管轄貽羞之子
17:10 深入~人的心、強如責打愚昧
17:16 愚昧人既無~、為何手拿價銀
17:27 的有知識．性情溫良的有~。
17:28 慧．閉口不說、也可算為~。
18:15 ~人的心得知識．智慧人的耳
19: 8 生命、保守~的、必得好處。
21:30 慧、~、謀略、敵擋耶和華。
22:12 眷顧~人．卻傾敗奸詐人的言
23: 4 要勞碌求富、休仗自己的~。
23:23 訓誨、和~、也都不可賣。
24: 3 屋因智慧建造、又因~立穩．
28: 2 因有~知識的人、國必長存。
28:11 但~的貧窮人、能將他查透。
29: 7 惡人沒有~、就不得而知。
30: 2 眾人更蠢笨、也沒有人的~。
30:24 地上有四樣小物、卻甚~．
賽10:13 我本有~．我挪移列國的地界
11: 2 就是使他有智慧和~的靈、謀
29:14 滅、~人的聰明、必然隱藏。
29:14 滅、聰明人的~、必然隱藏。
29:16 的物論造物的說、他沒有~。
44:19 沒有~、能說、我曾拿一分在
47:10 ~、使你偏邪、並且你心裏說
耶 9:24 誇口的卻因他有~、認識我是

10:12 慧建立世界、用~鋪張穹蒼。
51:15 慧建立世界、用~鋪張穹蒼。
結27: 9 和~人、都在你中間作補縫的
28: 4 靠自己的智慧~得了金銀財寶
但 1: 4 知識~俱備、足能侍立在王宮
 1:17 賜給他們~知識．但以理又明
 1:20 就見他們的智慧~、比通國的
 2:21 與智慧人、將知識賜與~人．
 4:34 我的~復歸於我、我便稱頌至
 4:36 那時我的~復歸於我、為我國
 5:11 又有~智慧、好像神的智慧．
 5:12 又有知識~、能圓夢、釋謎語
 5:14 光明、又有~和美好的智慧．
 9:22 我出來要使你有智慧、有~。
何13: 2 就是照自己的~製造、都是匠
俄 1: 7 羅陷害你．在你心裏毫無~。
 1: 8 智慧人、從以掃山除滅~人。
太 7:24 好比一個~人、把房子蓋在磐
11:25 向~通達人、就藏起來、向嬰
25: 2 五個是愚拙的．五個是~的。
25: 4 ~的拿著燈、又預備油在器皿
25: 8 愚拙的對~的說、請分點油給
25: 9 ~的回答說、恐怕不夠你我用
路 2:47 都希奇他的~和他的應對。
10:21 向~通達人就藏起來、向嬰孩
16: 8 人就誇獎這不義的管家作事~
16: 8 上、較比光明之子、更加~。
羅 1:14 ~人、愚拙人、我都欠他們的
 1:22 自稱為~、反成了愚拙、
11:25 恐怕你們自以為~）就是以色
12:16 人或作事〕不要自以為~。
16:19 但我願意你們在善上~、在惡

林前 1:19 的智慧、廢棄~人的聰明。』
 1:19 的智慧、廢棄聰明人的~。』
 3:10 好像一個~的工頭、立好了根
 4:10 你們在基督裏倒是~的、我們

林後 1:12 不靠人的~、乃靠　神的恩惠
弗 1: 8 這恩典是　神用諸般智慧~、
提後 2: 7 思想．因為凡事主必給你~。
啟13:18 凡有~的、可以算計獸的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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