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 圣经(127次)

新约(91次)
福音书(48)
历史书(0)
保罗书信(18)

马太福音(9) 马可福音(1) 路加福音(4) 约翰福音(34)
使徒行传(0)
罗马书(4) 哥林多前书(8) 哥林多后书(1) 加拉太书(2) 以弗所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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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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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21) 希伯来书(6) 雅各书(1) 彼得前书(0) 彼得后书(1) 约翰壹书(13)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0)
启示录(4)

律法书(3)
历史书(2)

预言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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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3) 出埃及记(0) 利未记(0) 民数记(0) 申命记(0)
旧约(36次)

以赛亚书(6) 耶利米书(2)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1)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1) 何西阿书(0) 约珥书(0) 阿摩司书(0)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0) 那鸿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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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诗歌智慧书(21) 约伯记(4) 诗篇(16) 箴言(1) 传道书(0) 雅歌(0)

创 6:11 ~在　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
 6:12 　神观看~、见是败坏了．凡
48:16 又愿他们在~中生养众多。

撒上 2: 8 于耶和华、他将~立在其上。
代上16:30 前战抖．~也坚定不得动摇。
伯 9:24 ~交在恶人手中．蒙蔽世界审
 9:24 蒙蔽~审判官的脸．若不是他
18:18 被撵到黑暗里、必被赶出~。
34:13 谁派他治理地、安定全~呢。
诗 9: 8 他要按公义审判~、按正直判
24: 1 ~、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
47: 9 因为~的盾牌、是属　神的．
50:12 因为~、和其中所充满的、都
67: 2 好叫~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
77:18 电光照亮~．大地战抖震动。
82: 8 审判~．因为你要得万邦为业
89:11 ~和其中所充满的、都为你所
90: 2 地与~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
93: 1 束腰．~就坚定、不得动摇。
94: 2 审判~的主阿、求你挺身而立
96:10 ~就坚定、不得动摇．他要按
96:13 他要按公义审判~、按他的信
97: 4 他的闪电光照~．大地看见便
98: 7 ~和住在其间的、也要发声。
98: 9 他要按公义审判~、按公正审
箴 8:23 初、未有~以前、我已被立。
赛11: 4 以口中的杖击打~．以嘴里的
13:11 刑罚~、因罪孽、刑罚恶人．
14:17 使~如同荒野、使城邑倾覆、
24: 4 ~败落衰残、地上居高位的人
27: 6 花．他们的果实、必充满~。
34: 1 ~和其中一切所出的、都应当
耶10:12 用智慧建立~、用聪明铺张穹
51:15 用智慧建立~、用聪明铺张穹
结38:12 又攻击那住~中间、从列国招
鸿 1: 5 ~和住在其间的也都如此。
太13:38 就是~．好种、就是天国之子
13:39 是~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
13:40 焚烧．~的末了、也要如此。
13:49 ~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
16:26 人若赚得全~、赔上自己的生
18: 7 这~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

24: 3 你降临和~的末了、有什么预
24:21 从~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
28:20 与你们同在、直到~的末了。
可 8:36 人就是赚得全~、赔上自己的
路 9:25 人若赚得全~、却丧了自己、
20:34 稣说、这~的人、有娶有嫁．
20:35 惟有算为配得那~、与从死里
21:26 人想起那将要临到~的事、就
约 1:10 他在~、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
 1:10 ~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
 1:10 借着他造的、~却不认识他。
 6:33 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的
 8:12 我是~的光．跟从我的、就不
 8:23 你们是属这~的、我不是属这
 8:23 这世界的、我不是属这~的。
11:27 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的。
12:31 现在这~受审判．这世界的王
12:31 审判．这~的王要被赶出去。
12:47 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乃是要
12:47 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
14:30 因为这~的王将到．他在我里
15:19 你们若属~、世界必爱属自己
15:19 ~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
15:19 只因你们不属~．乃是我从世
15:19 乃是我从~中拣选了你们、所
15:19 选了你们、所以~就恨你们。
16:11 判、是因这~的王受了审判。
16:28 到了~．我又离开世界、往父
16:28 我又离开~、往父那里去。
16:33 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
17: 5 就是未有~以先、我同你所有
17:14 ~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
17:14 因为他们不属~、正如我不属
17:14 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一样。
17:15 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只求
17:16 他们不属~、正如我不属世界
17:16 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一样。
17:24 因为创立~以前、你已经爱我
18:36 我的国不属这~．我的国若属
18:36 我的国若属这~、我的臣仆必
18:36 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
21:25 写的书、就是~也容不下了。

罗 3: 6 是这样、　神怎能审判~呢。
 4:13 必得承受~、不是因律法、乃
 5:12 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死
12: 2 不要效法这个~．只要心意更

林前 3:18 在这~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
 3:19 因这~的智慧、在　神看是愚
 3:22 或~、或生、或死、或现今的
 4:13 人还把我们看作~上的污秽、
 5:10 这样、你们除非离开~方可．
 6: 2 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么．若世
 6: 2 若~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
 7:31 因为这~的样子将要过去了。

林后 4: 4 被这~的　神弄瞎了心眼、不
加 6:14 ~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
 6:14 就~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
弗 1: 4 就如　神从创立~以前、在基
 6:12 管辖这幽暗~的、以及天空属

提后 4:10 因为底马贪爱现今的~、就离
来 1: 2 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
 2: 5 我们所说将来的~、　神原没
 9: 1 礼拜的条例、和属~的圣幕。
 9:11 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的
11: 3 就知道诸~是借　神话造成的
11:38 流无定．本是~不配有的人。
雅 3: 6 舌头是个罪恶的~、能污秽全
彼后 3: 6 当时的~被水淹没就消灭了．
约壹 2:15 不要爱~、和世界上的事。人

 2:15 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
 2:15 人若爱~、爱父的心就不在他
 2:16 因为凡~上的事、就像肉体的
 2:16 是从父来的、乃是从~来的。
 2:17 这~、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
 4: 4 里面的、比那在~上的更大。
 4: 5 他们是属~的．所以论世界的
 4: 5 所以论~的事、世人也听从他
 5: 4 就胜过~．使我们胜了世界的
 5: 4 使我们胜了~的、就是我们的
 5: 5 胜过~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
 5:19 的、全~都卧在那恶者手下。
启11: 4 个灯台、立在~之主面前的。
11: 6 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
11:18 败坏那些败坏~之人的时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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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 断了那用淫行败坏~的大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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