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憫 聖經(130次)

新約(48次)
福音書(16)
歷史書(0)
保羅書信(22)

馬太福音(5) 馬可福音(4) 路加福音(7)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0)
羅馬書(9) 哥林多前書(0) 哥林多後書(1) 加拉太書(1) 以弗所書(2) 腓立比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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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摩太後書(3) 提多書(1) 腓利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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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10) 希伯來書(0) 雅各書(5) 彼得前書(1) 彼得後書(0) 約翰壹書(0) 約翰贰書(1) 約翰叁書(0) 猶大
書(3)
啟示錄(0)

律法書(5)
歷史書(10)

預言書(0)

約書亞記(1) 士師記(0)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0) 撒母耳記下(1) 列王記上(0) 列王記下(0) 歷代
志上(1) 歷代志下(1)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6) 以斯帖記(0)

創世紀(1) 出埃及記(3) 利未記(0) 民數記(0) 申命記(1)
舊約(82次)

以賽亞書(6) 耶利米書(10) 耶利米哀歌(2) 以西結書(1) 但以理書(5)
小先知書(18) 何西阿書(9) 約珥書(1) 阿摩司書(1)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1) 彌迦書(2)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1)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3)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24)
詩歌智慧書(25) 約伯記(0) 詩篇(19) 箴言(6) 傳道書(0) 雅歌(0)

創43:14 　神使你們在那人面前蒙憐~
出33:19 待誰．要憐~誰、就憐憫誰。
33:19 待誰．要憐憫誰、就憐~誰。
34: 6 是有憐~、有恩典的　神、不
申 4:31 和華你　神原是有憐~的　神
書11:20 不蒙憐~、正如耶和華所吩咐
撒下24:14 因為他有豐盛的憐~．我不願
代上21:13 因為他有豐盛的憐~．我不願
代下30: 9 施憐~．你們若轉向他、他必
尼 9:17 有憐~、不輕易發怒、有豐盛
 9:19 你還是大施憐~、在曠野不丟
 9:27 照你的大憐~賜給他們拯救者
 9:28 屢次照你的憐~拯救他們、
 9:31 然而你大發憐~、不全然滅絕
 9:31 你是有恩典、有憐~的　神。
詩25: 6 求你記念你的憐~和慈愛．因
56: 1 求你憐~我、因為人要把我吞
57: 1 求你憐~我、憐憫我．因為我
57: 1 憐~我．因為我的心投靠你．
59: 5 不要憐~行詭詐的惡人。〔細
67: 1 願　神憐~我們、賜福與我們
78:38 但他有憐~、赦免他們的罪孽
86: 3 求你憐~我、因我終日求告你
86:15 你是有憐~有恩典的　神、不
103: 8 耶和華有憐~、有恩典、不輕
111: 4 念．耶和華有恩惠、有憐~。
112: 4 他有恩惠、有憐~、有公義。
116: 5 義．我們的　神以憐~為懷。
119:58 的恩．願你照你的話憐~我。
119:132憐~我、好像你素常待那些愛
123: 2 們的　神、直到他憐~我們。
123: 3 求你憐~我們、憐憫我們．因
123: 3 憐~我們．因為我們被藐視、
145: 8 有憐~、不輕易發怒、大有慈
箴12:10 命．惡人的憐~、也是殘忍。
14:21 罪．憐~貧窮的、這人有福。
14:31 憐~窮乏的、乃是尊敬主。
16: 6 因憐~誠實、罪孽得贖．敬畏
19:17 憐~貧窮的、就是借給耶和華
28: 8 是給那憐~窮人者積蓄的。
賽13:18 不憐~婦人所生的、眼也不顧
30:18 好憐~你們．因為耶和華是公

47: 6 你毫不憐~他們、把極重的軛
58:10 你心若向饑餓的人發憐~、使
63: 9 他以慈愛和憐~救贖他們．在
63:15 慕的心腸和憐~向我們止住了
耶 6:23 不施憐~．他們的聲音、像海
12:15 我必轉過來憐~他們、把他們
13:14 惜、不憐~、以致滅絕他們。
16: 5 憐~、從這百姓奪去了．這是
21: 7 不憐~．這是耶和華說的。
31:20 心腸戀慕他、我必要憐~他。
33:26 擄的人歸回、也必憐~他們。
42:12 我也要使他發憐~、好憐憫你
42:12 好憐~你們、叫你們歸回本地
50:42 不施憐~．他們的聲音像海浪
哀 3:22 是因他的憐~、不至斷絕。
 3:32 還要照他諸般的慈愛發憐~。
結39:25 要憐~以色列全家、又為我的
但 1: 9 太監長眼前蒙恩惠、受憐~．
 2:18 要他們祈求天上的　神施憐~
 4:27 以憐~窮人除掉罪孽、或者你
 9: 9 是憐~饒恕人的、我們卻違背
 9:18 自己的義、乃因你的大憐~。
何 1: 6 就是不蒙憐~的意思〕因為我
 1: 6 因為我必不再憐~以色列家、
 1: 7 我卻要憐~猶大家、使他們靠
 2: 1 哈瑪。〔就是蒙憐~的意思〕
 2: 4 我必不憐~他的兒女、因為他
 2:19 公平、慈愛、憐~聘你歸我．
 2:23 素不蒙憐~的、我必憐憫、本
 2:23 我必憐~、本非我民的、我必
14: 3 孤兒在你耶和華那裏得蒙憐~
珥 2:13 有憐~、不輕易發怒、有豐盛
摩 1:11 毫無憐~、發怒撕裂、永懷忿
拿 4: 2 有憐~的　神、不輕易發怒、
彌 6: 8 好憐~、存謙卑的心、與你的
 7:19 必再憐~我們、將我們的罪孽
哈 3: 2 在發怒的時候、以憐~為念。
亞 1:12 年．你不施憐~要到幾時呢。
 1:16 仍施憐~．我的殿必重建在其
 7: 9 判斷、各人以慈愛憐~弟兄。
太 9:36 就憐~他們．因為他們困苦流
14:14 就憐~他們、治好了他們的病

15:32 我憐~這眾人、因為他們同我
17:15 憐~我的兒子．他害癲癇的病
23:23 憐~、信實、反倒不行了．這
可 5:19 是怎樣憐~你、都告訴他們。
 6:34 就憐~他們．因為他們如同羊
 8: 2 我憐~這眾人、因為他們同我
 9:22 求你憐~我們、幫助我們。
路 1:50 他憐~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
 1:55 施憐~、直到永遠、正如從前
 1:58 聽見主向他大施憐~、就和他
 1:72 向我們列祖施憐~、記念他的
 1:78 因我們　神憐~的心腸、叫清
 7:13 主看見那寡婦就憐~他、對他
10:37 是憐~他的。耶穌說、你去照
羅 1:31 的、無親情的、不憐~人的．
 9:15 我要憐~誰、就憐憫誰、要恩
 9:15 就憐~誰、要恩待誰、就恩待
 9:16 跑的、只在乎發憐~的　神。
 9:18 　神要憐~誰、就憐憫誰、要
 9:18 就憐~誰、要叫誰剛硬、就叫
 9:23 彰顯在那蒙憐~早預備得榮耀
12: 8 殷勤．憐~人的、就當甘心。
15: 9 因他的憐~、榮耀　神．如經

林後 4: 1 我們既然蒙憐~、受了這職分
加 6:16 願平安憐~加給他們、和　神
弗 2: 4 然而　神既有豐富的憐~．因
 4:32 存憐~的心、彼此饒恕、正如
腓 2: 1 交通、心中有甚麼慈悲憐~、
西 3:12 憐~、恩慈、謙虛、溫柔、忍
提前 1: 2 願恩惠憐~平安、從父　神和

 1:13 然而我還蒙了憐~、因我是不
 1:16 然而我蒙了憐~、是因耶穌基

提後 1: 2 願恩惠憐~平安、從父　神和
 1:16 願主憐~阿尼色弗一家的人．
 1:18 願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憐~．
多 3: 5 乃是照他的憐~、藉著重生的
雅 2:13 因為那不憐~人的、也要受無
 2:13 也要受無憐~的審判．憐憫原
 2:13 審判．憐~原是向審判誇勝。
 3:17 滿有憐~、多結善果、沒有偏
 5:11 明顯主是滿心憐~、大有慈悲

彼前 1: 3 他曾照自己的大憐~、藉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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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貳 1: 3 憐~、平安、從父　神和他兒
猶 1:21 仰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憐~、
 1:22 人存疑心、你們要憐~他們．
 1:23 人你們要存懼怕的心憐~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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