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少年 圣经(143次)

新约(22次)
福音书(6)
历史书(9)
保罗书信(5)

马太福音(2) 马可福音(3) 路加福音(1)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9)
罗马书(0) 哥林多前书(0) 哥林多后书(0) 加拉太书(0) 以弗所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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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摩太后书(1) 提多书(2) 腓利门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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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2) 希伯来书(0) 雅各书(0) 彼得前书(0) 彼得后书(0) 约翰壹书(2)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0)
启示录(0)

律法书(7)
历史书(61)

预言书(0)

约书亚记(1) 士师记(9) 路得记(2) 撒母耳记上(13) 撒母耳记下(19) 列王记上(8) 列王记下(5) 历
代志上(1) 历代志下(3)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0)

创世纪(4) 出埃及记(2) 利未记(0) 民数记(1) 申命记(0)
旧约(121次)

以赛亚书(6) 耶利米书(10) 耶利米哀歌(5) 以西结书(4) 但以理书(6)
小先知书(5) 何西阿书(0) 约珥书(1) 阿摩司书(3) 俄巴底亚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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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31)
诗歌智慧书(17) 约伯记(2) 诗篇(6) 箴言(6) 传道书(3) 雅歌(0)

创 4:23 ~人损我、我把他害了．〔或
34:19 那~人作这事并不迟延、因为
41:12 同着我们有一个希伯来的~人
44: 2 和那~人籴粮的银子、一同装
出24: 5 发以色列人中的~人去献燔祭
33:11 他的帮手一个~人嫩的儿子约
民11:27 有个~人跑来告诉摩西说、伊
书 6:23 当探子的两个~人就进去、将
士 8:14 捉住疏割的一个~人、问他疏
 9:54 他就急忙喊叫拿他兵器的~人
 9:54 于是~人把他刺透、他就死了
14:10 因为向来~人都有这个规矩。
17: 7 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是犹
17:11 那人看这~人如自己的儿子一
17:12 米迦分派这~的利未人作祭司
18: 3 听出那~利未人的口音来、就
18:15 到了那~利未人的房内问他好
得 3:10 因为~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
 4:12 愿耶和华从这~女子赐你后裔

撒上 2:17 这二~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
 8:16 健壮的~人、和你们的驴、供
 9:11 就遇见几个~女子出来打水、
14: 1 对拿他兵器的~人说、我们不
14: 6 约拿单对拿兵器的~人说、我
16:18 其中有一个~人说、我曾见伯
17:55 那~人是谁的儿子。押尼珥说
17:58 扫罗问他说~人哪、你是谁的
21: 2 故此我已派定~人在某处等候
21: 4 若~人没有亲近妇人、才可以
21: 5 ~人的器皿还是洁净的．何况
30:13 我是埃及的~人、是亚玛力人
30:17 除了四百骑骆驼的~人之外、

撒下 1: 5 大卫问报信的~人说、你怎么
 1: 6 报信的~人说、我偶然到基利
 1:13 大卫问报信的~人说、你是那
 1:15 大卫叫了一个~人来、说、你
 1:16 的受膏者．~人就把他杀了。
 2:14 让~人起来、在我们面前戏耍
 2:21 拿住一个~人、剥去他的战衣
 4:12 于是大卫吩咐~人将他们杀了
13:32 不要以为王的众子~人都杀了
13:34 守望的~人举目观看、见有许

14:21 去、把那~人押沙龙带回来。
16: 2 是给~人吃的．酒、是给在旷
18: 5 宽待那~人押沙龙。王为押沙
18:12 谨慎、不可害那~人押沙龙。
18:15 拿兵器的十个~人围绕押沙龙
18:29 ~人押沙龙平安不平安。亚希
18:32 ~人押沙龙平安不平安。古示
18:32 害你的人、都与那~人一样。
20:11 有约押的一个~人站在亚玛撒

王上11:28 所罗门见这~人殷勤、就派他
12: 8 长大在他面前侍立的~人商议
12:10 那同他长大的~人说、这民对
12:14 照着~人所出的主意对民说、
20:14 借着跟从省长的~人．亚哈说
20:15 于是亚哈数点跟从省长的~人
20:17 跟从省长的~人先出城．便哈
20:19 跟从省长的~人出城、军兵跟

王下 5:22 刚才有两个~人、是先知门徒
 6:17 求你开这~人的眼目、使他能
 9: 4 于是那~先知往基列的拉末去
 9: 6 ~人将膏油倒在他头上、对他
 9:10 说完了、~人就开门逃跑了。

代上12:28 还有~大能的勇士撒督．同着
代下10: 8 在他面前侍立的~人商议、

10:10 那同他长大的~人说、这民对
10:14 照着~人所出的主意对他们说
伯 1:19 房屋倒塌在~人身上、他们就
29: 8 ~人见我而回避、老年人也起
诗78:31 肥壮人、打倒以色列的~人。
78:63 ~人被火烧灭．处女也无喜歌
110: 3 或作你~时光耀如清晨的甘露
119: 9 ~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
127: 4 ~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
148:12 ~人和处女、老年人和孩童、
箴 1: 4 灵明、使~人有知识和谋略．
 7: 7 ~人中、分明有一个无知的少
 7: 7 中、分明有一个无知的~人、
 7:13 拉住那~人、与他亲嘴、脸无
 7:22 ~人立刻跟随他、好像牛往宰
20:29 强壮乃~人的荣耀．白发为老
传 4:13 贫穷而有智慧的~人、胜过年
 4:15 就是起来代替老王的~人。

11: 9 ~人哪、你在幼年时当快乐．
赛 3: 5 ~人必侮慢老年人、卑贱人必
 9:17 所以主必不喜悦他们的~人、
13:18 他们必用弓击碎~人、不怜悯
31: 8 他的~人、必成为服苦的。
40:30 就是~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
62: 5 ~人怎样娶处女、你的众民〔
耶 6:11 和聚会的~人身上．连夫带妻
 9:21 剪除孩童、从街上剪除~人。
11:22 他们的~人、必被刀剑杀死．
15: 8 攻击~人的母亲、使痛苦惊吓
18:21 他们的~人在阵上被刀击杀。
48:15 他所特选的~人、下去遭了杀
49:26 他的~人、必仆倒在街上．当
50:30 所以他的~人、必仆倒在街上
51: 3 不要怜惜他的~人．要灭尽他
51:22 用你打碎老年人和~人．用你
哀 1:15 要压碎我的~人．主将犹大居
 1:18 我的处女和~人、都被掳去。
 2:21 ~人和老年人、都在街上躺卧
 5:13 ~人扛磨石、孩童背木柴、都
 5:14 城门口断绝、~人不再作乐。
结23: 6 都骑着马、是可爱的~人。
23:12 副省长、都是可爱的~人。
23:23 都骑着马、是可爱的~人。
30:17 亚文和比伯实的~人、必倒在
但 1:10 比你们同岁的~人肌瘦、怎么
 1:13 和用王膳那~人的面貌．就照
 1:15 用王膳的一切~人更加俊美肥
 1:17 这四个~人、　神在各样文字
 1:18 撒王预定带进~人来的日期满
 1:19 见~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
珥 2:28 人要作异梦．~人要见异象．
摩 2:11 又从你们~人中兴起拿细耳人
 4:10 用刀杀戮你们的~人、使你们
 8:13 和~的男子必因干渴发昏。
亚 2: 4 你跑去告诉那~人、说、耶路
太19:20 那~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
19:22 那~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
可14:51 有一个~人、赤身披着一块麻
16: 5 看见一个~人坐在右边、穿着
16: 6 那~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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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7:14 稣说、~人、我吩咐你起来。
徒 2:17 你们的~人要见异象．老年人
 5: 6 有些~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
 5:10 那些~人进来、见他已经死了
 7:58 衣裳放在一个~人名叫扫罗的
20: 9 有一个~人、名叫犹推古、坐
20: 9 ~人睡熟了、就从三层楼上掉
23:17 你领这~人去见千夫长、他有
23:18 求我领这~人来见你．他有事
23:22 于是千夫长打发~人走、嘱咐

提前 5: 1 如同父亲．劝~人如同弟兄．
 5: 2 劝~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

提后 2:22 你要逃避~的私欲、同那清心
多 2: 4 好指教~妇人、爱丈夫、爱儿
 2: 6 又劝~人要谨守．

约壹 2:13 ~人哪、我写信给你们、因为
 2:14 ~人哪、我曾写信给你们、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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