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 聖經(127次)

新約(91次)
福音書(48)
歷史書(0)
保羅書信(18)

馬太福音(9) 馬可福音(1) 路加福音(4) 約翰福音(34)
使徒行傳(0)
羅馬書(4) 哥林多前書(8) 哥林多後書(1) 加拉太書(2) 以弗所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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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希伯來書(6) 雅各書(1) 彼得前書(0) 彼得後書(1) 約翰壹書(13)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0) 猶大
書(0)
啟示錄(4)

律法書(3)
歷史書(2)

預言書(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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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紀(3) 出埃及記(0) 利未記(0) 民數記(0) 申命記(0)
舊約(36次)

以賽亞書(6) 耶利米書(2)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1)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1) 何西阿書(0) 約珥書(0) 阿摩司書(0)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0) 那鴻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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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詩歌智慧書(21) 約伯記(4) 詩篇(16) 箴言(1) 傳道書(0) 雅歌(0)

創 6:11 ~在　神面前敗壞．地上滿了
 6:12 　神觀看~、見是敗壞了．凡
48:16 又願他們在~中生養眾多。

撒上 2: 8 於耶和華、他將~立在其上。
代上16:30 前戰抖．~也堅定不得動搖。
伯 9:24 ~交在惡人手中．蒙蔽世界審
 9:24 蒙蔽~審判官的臉．若不是他
18:18 被攆到黑暗裏、必被趕出~。
34:13 誰派他治理地、安定全~呢。
詩 9: 8 他要按公義審判~、按正直判
24: 1 ~、和住在其間的、都屬耶和
47: 9 因為~的盾牌、是屬　神的．
50:12 因為~、和其中所充滿的、都
67: 2 好叫~得知你的道路、萬國得
77:18 電光照亮~．大地戰抖震動。
82: 8 審判~．因為你要得萬邦為業
89:11 ~和其中所充滿的、都為你所
90: 2 地與~你未曾造成、從亙古到
93: 1 束腰．~就堅定、不得動搖。
94: 2 審判~的主阿、求你挺身而立
96:10 ~就堅定、不得動搖．他要按
96:13 他要按公義審判~、按他的信
97: 4 他的閃電光照~．大地看見便
98: 7 ~和住在其間的、也要發聲。
98: 9 他要按公義審判~、按公正審
箴 8:23 初、未有~以前、我已被立。
賽11: 4 以口中的杖擊打~．以嘴裏的
13:11 刑罰~、因罪孽、刑罰惡人．
14:17 使~如同荒野、使城邑傾覆、
24: 4 ~敗落衰殘、地上居高位的人
27: 6 花．他們的果實、必充滿~。
34: 1 ~和其中一切所出的、都應當
耶10:12 用智慧建立~、用聰明鋪張穹
51:15 用智慧建立~、用聰明鋪張穹
結38:12 又攻擊那住~中間、從列國招
鴻 1: 5 ~和住在其間的也都如此。
太13:38 就是~．好種、就是天國之子
13:39 是~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
13:40 焚燒．~的末了、也要如此。
13:49 ~的末了、也要這樣．天使要
16:26 人若賺得全~、賠上自己的生
18: 7 這~有禍了、因為將人絆倒．

24: 3 你降臨和~的末了、有甚麼預
24:21 從~的起頭、直到如今、沒有
28:20 與你們同在、直到~的末了。
可 8:36 人就是賺得全~、賠上自己的
路 9:25 人若賺得全~、卻喪了自己、
20:34 穌說、這~的人、有娶有嫁．
20:35 惟有算為配得那~、與從死裏
21:26 人想起那將要臨到~的事、就
約 1:10 他在~、世界也是藉著他造的
 1:10 ~也是藉著他造的、世界卻不
 1:10 藉著他造的、~卻不認識他。
 6:33 那從天上降下來賜生命給~的
 8:12 我是~的光．跟從我的、就不
 8:23 你們是屬這~的、我不是屬這
 8:23 這世界的、我不是屬這~的。
11:27 的兒子、就是那要臨到~的。
12:31 現在這~受審判．這世界的王
12:31 審判．這~的王要被趕出去。
12:47 我來本不是要審判~、乃是要
12:47 要審判世界、乃是要拯救~。
14:30 因為這~的王將到．他在我裏
15:19 你們若屬~、世界必愛屬自己
15:19 ~必愛屬自己的．只因你們不
15:19 只因你們不屬~．乃是我從世
15:19 乃是我從~中揀選了你們、所
15:19 選了你們、所以~就恨你們。
16:11 判、是因這~的王受了審判。
16:28 到了~．我又離開世界、往父
16:28 我又離開~、往父那裏去。
16:33 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
17: 5 就是未有~以先、我同你所有
17:14 ~又恨他們、因為他們不屬世
17:14 因為他們不屬~、正如我不屬
17:14 屬世界、正如我不屬~一樣。
17:15 我不求你叫他們離開~、只求
17:16 他們不屬~、正如我不屬世界
17:16 屬世界、正如我不屬~一樣。
17:24 因為創立~以前、你已經愛我
18:36 我的國不屬這~．我的國若屬
18:36 我的國若屬這~、我的臣僕必
18:36 太人．只是我的國不屬這~。
21:25 寫的書、就是~也容不下了。

羅 3: 6 是這樣、　神怎能審判~呢。
 4:13 必得承受~、不是因律法、乃
 5:12 這就如罪是從一人入了~、死
12: 2 不要效法這個~．只要心意更

林前 3:18 在這~自以為有智慧、倒不如
 3:19 因這~的智慧、在　神看是愚
 3:22 或~、或生、或死、或現今的
 4:13 人還把我們看作~上的污穢、
 5:10 這樣、你們除非離開~方可．
 6: 2 豈不知聖徒要審判~麼．若世
 6: 2 若~為你們所審、難道你們不
 7:31 因為這~的樣子將要過去了。

林後 4: 4 被這~的　神弄瞎了心眼、不
加 6:14 ~已經釘在十字架上．就世界
 6:14 就~而論、我已經釘在十字架
弗 1: 4 就如　神從創立~以前、在基
 6:12 管轄這幽暗~的、以及天空屬

提後 4:10 因為底馬貪愛現今的~、就離
來 1: 2 有的、也曾藉著他創造諸~．
 2: 5 我們所說將來的~、　神原沒
 9: 1 禮拜的條例、和屬~的聖幕。
 9:11 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屬乎這~的
11: 3 就知道諸~是藉　神話造成的
11:38 流無定．本是~不配有的人。
雅 3: 6 舌頭是個罪惡的~、能污穢全
彼後 3: 6 當時的~被水淹沒就消滅了．
約壹 2:15 不要愛~、和世界上的事。人

 2:15 和~上的事。人若愛世界、愛
 2:15 人若愛~、愛父的心就不在他
 2:16 因為凡~上的事、就像肉體的
 2:16 是從父來的、乃是從~來的。
 2:17 這~、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
 4: 4 裏面的、比那在~上的更大。
 4: 5 他們是屬~的．所以論世界的
 4: 5 所以論~的事、世人也聽從他
 5: 4 就勝過~．使我們勝了世界的
 5: 4 使我們勝了~的、就是我們的
 5: 5 勝過~的是誰呢．不是那信耶
 5:19 的、全~都臥在那惡者手下。
啟11: 4 個燈臺、立在~之主面前的。
11: 6 隨時隨意用各樣的災殃攻擊~
11:18 敗壞那些敗壞~之人的時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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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 斷了那用淫行敗壞~的大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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