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少年 聖經(143次)

新約(22次)
福音書(6)
歷史書(9)
保羅書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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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法書(7)
歷史書(61)

預言書(0)

約書亞記(1) 士師記(9) 路得記(2) 撒母耳記上(13) 撒母耳記下(19) 列王記上(8) 列王記下(5) 歷
代志上(1) 歷代志下(3)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0)

創世紀(4) 出埃及記(2) 利未記(0) 民數記(1) 申命記(0)
舊約(121次)

以賽亞書(6) 耶利米書(10) 耶利米哀歌(5) 以西結書(4) 但以理書(6)
小先知書(5) 何西阿書(0) 約珥書(1) 阿摩司書(3) 俄巴底亞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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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31)
詩歌智慧書(17) 約伯記(2) 詩篇(6) 箴言(6) 傳道書(3) 雅歌(0)

創 4:23 ~人損我、我把他害了．〔或
34:19 那~人作這事並不遲延、因為
41:12 同著我們有一個希伯來的~人
44: 2 和那~人糴糧的銀子、一同裝
出24: 5 發以色列人中的~人去獻燔祭
33:11 他的幫手一個~人嫩的兒子約
民11:27 有個~人跑來告訴摩西說、伊
書 6:23 當探子的兩個~人就進去、將
士 8:14 捉住疏割的一個~人、問他疏
 9:54 他就急忙喊叫拿他兵器的~人
 9:54 於是~人把他刺透、他就死了
14:10 因為向來~人都有這個規矩。
17: 7 猶大伯利恆有一個~人、是猶
17:11 那人看這~人如自己的兒子一
17:12 米迦分派這~的利未人作祭司
18: 3 聽出那~利未人的口音來、就
18:15 到了那~利未人的房內問他好
得 3:10 因為~人無論貧富、你都沒有
 4:12 願耶和華從這~女子賜你後裔

撒上 2:17 這二~人的罪在耶和華面前甚
 8:16 健壯的~人、和你們的驢、供
 9:11 就遇見幾個~女子出來打水、
14: 1 對拿他兵器的~人說、我們不
14: 6 約拿單對拿兵器的~人說、我
16:18 其中有一個~人說、我曾見伯
17:55 那~人是誰的兒子。押尼珥說
17:58 掃羅問他說~人哪、你是誰的
21: 2 故此我已派定~人在某處等候
21: 4 若~人沒有親近婦人、才可以
21: 5 ~人的器皿還是潔淨的．何況
30:13 我是埃及的~人、是亞瑪力人
30:17 除了四百騎駱駝的~人之外、

撒下 1: 5 大衛問報信的~人說、你怎麼
 1: 6 報信的~人說、我偶然到基利
 1:13 大衛問報信的~人說、你是那
 1:15 大衛叫了一個~人來、說、你
 1:16 的受膏者．~人就把他殺了。
 2:14 讓~人起來、在我們面前戲耍
 2:21 拿住一個~人、剝去他的戰衣
 4:12 於是大衛吩咐~人將他們殺了
13:32 不要以為王的眾子~人都殺了
13:34 守望的~人舉目觀看、見有許

14:21 去、把那~人押沙龍帶回來。
16: 2 是給~人吃的．酒、是給在曠
18: 5 寬待那~人押沙龍。王為押沙
18:12 謹慎、不可害那~人押沙龍。
18:15 拿兵器的十個~人圍繞押沙龍
18:29 ~人押沙龍平安不平安。亞希
18:32 ~人押沙龍平安不平安。古示
18:32 害你的人、都與那~人一樣。
20:11 有約押的一個~人站在亞瑪撒

王上11:28 所羅門見這~人殷勤、就派他
12: 8 長大在他面前侍立的~人商議
12:10 那同他長大的~人說、這民對
12:14 照著~人所出的主意對民說、
20:14 藉著跟從省長的~人．亞哈說
20:15 於是亞哈數點跟從省長的~人
20:17 跟從省長的~人先出城．便哈
20:19 跟從省長的~人出城、軍兵跟

王下 5:22 剛才有兩個~人、是先知門徒
 6:17 求你開這~人的眼目、使他能
 9: 4 於是那~先知往基列的拉末去
 9: 6 ~人將膏油倒在他頭上、對他
 9:10 說完了、~人就開門逃跑了。

代上12:28 還有~大能的勇士撒督．同著
代下10: 8 在他面前侍立的~人商議、

10:10 那同他長大的~人說、這民對
10:14 照著~人所出的主意對他們說
伯 1:19 房屋倒塌在~人身上、他們就
29: 8 ~人見我而迴避、老年人也起
詩78:31 肥壯人、打倒以色列的~人。
78:63 ~人被火燒滅．處女也無喜歌
110: 3 或作你~時光耀如清晨的甘露
119: 9 ~人用甚麼潔淨他的行為呢．
127: 4 ~時所生的兒女、好像勇士手
148:12 ~人和處女、老年人和孩童、
箴 1: 4 靈明、使~人有知識和謀略．
 7: 7 ~人中、分明有一個無知的少
 7: 7 中、分明有一個無知的~人、
 7:13 拉住那~人、與他親嘴、臉無
 7:22 ~人立刻跟隨他、好像牛往宰
20:29 強壯乃~人的榮耀．白髮為老
傳 4:13 貧窮而有智慧的~人、勝過年
 4:15 就是起來代替老王的~人。

11: 9 ~人哪、你在幼年時當快樂．
賽 3: 5 ~人必侮慢老年人、卑賤人必
 9:17 所以主必不喜悅他們的~人、
13:18 他們必用弓擊碎~人、不憐憫
31: 8 他的~人、必成為服苦的。
40:30 就是~人也要疲乏困倦、強壯
62: 5 ~人怎樣娶處女、你的眾民〔
耶 6:11 和聚會的~人身上．連夫帶妻
 9:21 剪除孩童、從街上剪除~人。
11:22 他們的~人、必被刀劍殺死．
15: 8 攻擊~人的母親、使痛苦驚嚇
18:21 他們的~人在陣上被刀擊殺。
48:15 他所特選的~人、下去遭了殺
49:26 他的~人、必仆倒在街上．當
50:30 所以他的~人、必仆倒在街上
51: 3 不要憐惜他的~人．要滅盡他
51:22 用你打碎老年人和~人．用你
哀 1:15 要壓碎我的~人．主將猶大居
 1:18 我的處女和~人、都被擄去。
 2:21 ~人和老年人、都在街上躺臥
 5:13 ~人扛磨石、孩童背木柴、都
 5:14 城門口斷絕、~人不再作樂。
結23: 6 都騎著馬、是可愛的~人。
23:12 副省長、都是可愛的~人。
23:23 都騎著馬、是可愛的~人。
30:17 亞文和比伯實的~人、必倒在
但 1:10 比你們同歲的~人肌瘦、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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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四個~人、　神在各樣文字
 1:18 撒王預定帶進~人來的日期滿
 1:19 見~人中、無一人能比但以理
珥 2:28 人要作異夢．~人要見異象．
摩 2:11 又從你們~人中興起拿細耳人
 4:10 用刀殺戮你們的~人、使你們
 8:13 和~的男子必因乾渴發昏。
亞 2: 4 你跑去告訴那~人、說、耶路
太19:20 那~人說、這一切我都遵守了
19:22 那~人聽見這話、就憂憂愁愁
可14:51 有一個~人、赤身披著一塊麻
16: 5 看見一個~人坐在右邊、穿著
16: 6 那~人對他們說、不要驚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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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7:14 穌說、~人、我吩咐你起來。
徒 2:17 你們的~人要見異象．老年人
 5: 6 有些~人起來、把他包裹抬出
 5:10 那些~人進來、見他已經死了
 7:58 衣裳放在一個~人名叫掃羅的
20: 9 有一個~人、名叫猶推古、坐
20: 9 ~人睡熟了、就從三層樓上掉
23:17 你領這~人去見千夫長、他有
23:18 求我領這~人來見你．他有事
23:22 於是千夫長打發~人走、囑咐

提前 5: 1 如同父親．勸~人如同弟兄．
 5: 2 勸~婦女如同姐妹．總要清清

提後 2:22 你要逃避~的私慾、同那清心
多 2: 4 好指教~婦人、愛丈夫、愛兒
 2: 6 又勸~人要謹守．

約壹 2:13 ~人哪、我寫信給你們、因為
 2:14 ~人哪、我曾寫信給你們、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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