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人 圣经(120次)

新约(42次)
福音书(27)
历史书(1)
保罗书信(9)

马太福音(0) 马可福音(1) 路加福音(2) 约翰福音(24)
使徒行传(1)
罗马书(2) 哥林多前书(5) 哥林多后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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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摩太后书(0)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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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5) 希伯来书(1) 雅各书(0) 彼得前书(0) 彼得后书(0) 约翰壹书(4)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0)
启示录(0)

律法书(4)
历史书(6)

预言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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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1) 出埃及记(0) 利未记(0) 民数记(2) 申命记(1)
旧约(78次)

以赛亚书(3) 耶利米书(2)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2) 但以理书(7)
小先知书(4) 何西阿书(1) 约珥书(0) 阿摩司书(0)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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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诗歌智慧书(50) 约伯记(9) 诗篇(26) 箴言(4) 传道书(11) 雅歌(0)

创11: 5 华降临要看看~所建造的城和
民16:29 若与~无异、或是他们所遭的
16:29 与~相同、就不是耶和华打发
申32: 8 将~分开、就照以色列人的数
书23:14 我现在要走~必走的路、你们
撒上15:29 因为他迥非~、决不后悔。
王上 2: 2 我现在要走~必走的路、所以

 8:39 他们、（惟有你知道~的心）
代下 6:18 　神果真与~同住在地上么．

 6:30 他们．（惟有你知道~的心）
伯 4:13 异象之间、~沉睡的时候、
15:16 秽可憎、喝罪孽如水的~呢。
25: 6 何况如虫的人、如蛆的~呢。
33:12 这话无理．因　神比~更大。
33:14 一次、两次、~却不理会。
34:15 必一同死亡、~必仍归尘土。
35: 8 你的公义或能叫~得益处。
36:25 人都看见、~也从远处观看。
36:28 云彩将雨落下、沛然降与~。
诗 8: 4 他．~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11: 4 座在天上．他的慧眼察看~。
12: 1 了．~中间的忠信人没有了。
12: 8 下流人在~中升高、就有恶人
14: 2 耶和华从天上垂看~、要看有
17:14 求你用手救我脱离~、脱离那
17:14 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
31:19 在~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
33:13 天上观看．他看见一切的~。
36: 7 贵．~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
39: 6 ~行动实系幻影．他们忙乱、
39:11 所咬．~真是虚幻。〔细拉〕
45: 2 你比~更美、在你嘴里满有恩
53: 2 　神从天上垂看~、要看有明
57: 4 我躺卧在性如烈火的~当中．
58: 1 ~哪、你们默然不语、真合公
66: 5 他向~所作之事、是可畏的。
78:65 那时主像~睡醒、像勇士饮酒
82: 7 与~一样．要仆倒、像王子中
89:47 你创造~、要使他们归何等的
90: 3 于尘土、说、你们~要归回。
103:15 至于~、他的年日如草一样．
115:16 和华的天．地、他却给了~。

144: 3 他．~算什么、你竟顾念他。
145:12 好叫~知道你大能的作为、并
146: 3 不要倚靠~、他一点不能帮助
箴 3: 4 你必在　神和~眼前蒙恩宠、
 8: 4 我呼叫你们．我向~发声。
 8:31 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之间。
15:11 耶和华眼前、何况~的心呢。
传 1:13 乃知　神叫~所经练的、是极
 2: 3 等我看明~、在天下一生当行
 2: 8 和~所喜爱的物、并许多的妃
 3:10 我见　神叫~劳苦、使他们在
 3:11 又将永生安置在~心里．〔永
 3:12 我知道~、莫强如终身喜乐行
 3:18 这乃为~的缘故、是　神要试
 3:19 因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
 8:11 立刻施刑、所以~满心作恶。
 9: 3 并且~的心、充满了恶．活着
 9:12 候、~陷在其中、也是如此。
赛 2:22 你们休要倚靠~、他鼻孔里不
51:12 死的人、怕那要变如草的~．
52:14 憔悴、他的形容比~枯槁。）
耶32:19 注目观看~一切的举动、为要
49:15 国中为最小、在~中被藐视。
结18: 4 ~都是属我的、为父的怎样属
31:14 因为他们在~中、和下坑的人
但 2:11 除了不与~同居的神明、没有
 2:38 凡~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
 4:17 好叫~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
 4:25 你必被赶出离开~、与野地的
 4:32 你必被赶出离开~、与野地的
 4:33 他被赶出离开~、吃草如牛、
 5:21 他被赶出离开~、他的心变如
何11: 9 并非~、是你们中间的圣者、
弥 5: 7 仗赖人力、也不等候~之功。
 6: 8 ~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
亚 9: 1 ~和以色列各支派的眼目、都
可 3:28 ~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
路18: 2 不惧怕　神、也不尊重~。
18: 4 虽不惧怕　神、也不尊重~．
约 1:29 除去〔或作背负〕~罪孽的。
 3:16 　神爱~、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3:17 不是要定~的罪、〔或作审判

 3:17 或作审判~下同〕乃是要叫世
 3:17 下同〕乃是要叫~因他得救。
 3:19 ~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
 6:51 我的肉、为~之生命所赐的。
 7: 4 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看。
 7: 7 ~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
 8:26 那里所听见的、我就传给~。
12:19 徒劳无益、~都随从他去了。
14:17 乃~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
14:19 ~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
14:22 向我们显现、不向~显现呢。
14:27 不像~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
14:31 但要叫~知道我爱父、并且父
15:18 ~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或作
16: 8 就要叫~为罪、为义、为审判
16:20 ~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
17: 9 不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
17:21 面、叫~可以信你差了我来。
17:23 叫~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
17:25 ~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
18:20 我从来是明明的对~说话．我
徒17:30 ~蒙昧无知的时候、　神并不
罗 3:23 因为~都犯了罪、亏缺了　神
 4:17 他在主面前作我们~的父．如

林前 1:21 ~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
 3: 3 乎肉体、照着~的样子行么。
 3: 4 这岂不是你们和~一样么。
 4: 9 了一台戏、给~和天使观看。
11:32 治．免得我们和~一同定罪。

林后 5:19 叫~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
提前 3:16 被~信服、被接在荣耀里。
来 2: 6 他、~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约壹 3: 1 ~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

 3:13 ~若恨你们、不要以为希奇。
 4: 5 论世界的事、~也听从他们。
 4:14 父差子作~的救主、这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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