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人 聖經(120次)

新約(42次)
福音書(27)
歷史書(1)
保羅書信(9)

馬太福音(0) 馬可福音(1) 路加福音(2) 約翰福音(24)
使徒行傳(1)
羅馬書(2) 哥林多前書(5) 哥林多後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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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摩太後書(0)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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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5) 希伯來書(1) 雅各書(0) 彼得前書(0) 彼得後書(0) 約翰壹書(4)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0) 猶大
書(0)
啟示錄(0)

律法書(4)
歷史書(6)

預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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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紀(1) 出埃及記(0) 利未記(0) 民數記(2) 申命記(1)
舊約(78次)

以賽亞書(3) 耶利米書(2)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2) 但以理書(7)
小先知書(4) 何西阿書(1) 約珥書(0) 阿摩司書(0)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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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詩歌智慧書(50) 約伯記(9) 詩篇(26) 箴言(4) 傳道書(11) 雅歌(0)

創11: 5 華降臨要看看~所建造的城和
民16:29 若與~無異、或是他們所遭的
16:29 與~相同、就不是耶和華打發
申32: 8 將~分開、就照以色列人的數
書23:14 我現在要走~必走的路、你們
撒上15:29 因為他迥非~、決不後悔。
王上 2: 2 我現在要走~必走的路、所以

 8:39 他們、（惟有你知道~的心）
代下 6:18 　神果真與~同住在地上麼．

 6:30 他們．（惟有你知道~的心）
伯 4:13 異象之間、~沉睡的時候、
15:16 穢可憎、喝罪孽如水的~呢。
25: 6 何況如蟲的人、如蛆的~呢。
33:12 這話無理．因　神比~更大。
33:14 一次、兩次、~卻不理會。
34:15 必一同死亡、~必仍歸塵土。
35: 8 你的公義或能叫~得益處。
36:25 人都看見、~也從遠處觀看。
36:28 雲彩將雨落下、沛然降與~。
詩 8: 4 他．~算甚麼、你竟眷顧他。
11: 4 座在天上．他的慧眼察看~。
12: 1 了．~中間的忠信人沒有了。
12: 8 下流人在~中升高、就有惡人
14: 2 耶和華從天上垂看~、要看有
17:14 求你用手救我脫離~、脫離那
17:14 脫離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
31:19 在~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
33:13 天上觀看．他看見一切的~。
36: 7 貴．~投靠在你翅膀的蔭下。
39: 6 ~行動實係幻影．他們忙亂、
39:11 所咬．~真是虛幻。〔細拉〕
45: 2 你比~更美、在你嘴裏滿有恩
53: 2 　神從天上垂看~、要看有明
57: 4 我躺臥在性如烈火的~當中．
58: 1 ~哪、你們默然不語、真合公
66: 5 他向~所作之事、是可畏的。
78:65 那時主像~睡醒、像勇士飲酒
82: 7 與~一樣．要仆倒、像王子中
89:47 你創造~、要使他們歸何等的
90: 3 於塵土、說、你們~要歸回。
103:15 至於~、他的年日如草一樣．
115:16 和華的天．地、他卻給了~。

144: 3 他．~算甚麼、你竟顧念他。
145:12 好叫~知道你大能的作為、並
146: 3 不要倚靠~、他一點不能幫助
箴 3: 4 你必在　神和~眼前蒙恩寵、
 8: 4 我呼叫你們．我向~發聲。
 8:31 住之地、也喜悅住在~之間。
15:11 耶和華眼前、何況~的心呢。
傳 1:13 乃知　神叫~所經練的、是極
 2: 3 等我看明~、在天下一生當行
 2: 8 和~所喜愛的物、並許多的妃
 3:10 我見　神叫~勞苦、使他們在
 3:11 又將永生安置在~心裏．〔永
 3:12 我知道~、莫強如終身喜樂行
 3:18 這乃為~的緣故、是　神要試
 3:19 因為~遭遇的、獸也遭遇．所
 8:11 立刻施刑、所以~滿心作惡。
 9: 3 並且~的心、充滿了惡．活著
 9:12 候、~陷在其中、也是如此。
賽 2:22 你們休要倚靠~、他鼻孔裏不
51:12 死的人、怕那要變如草的~．
52:14 憔悴、他的形容比~枯槁。）
耶32:19 注目觀看~一切的舉動、為要
49:15 國中為最小、在~中被藐視。
結18: 4 ~都是屬我的、為父的怎樣屬
31:14 因為他們在~中、和下坑的人
但 2:11 除了不與~同居的神明、沒有
 2:38 凡~所住之地的走獸、並天空
 4:17 好叫~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國
 4:25 你必被趕出離開~、與野地的
 4:32 你必被趕出離開~、與野地的
 4:33 他被趕出離開~、吃草如牛、
 5:21 他被趕出離開~、他的心變如
何11: 9 並非~、是你們中間的聖者、
彌 5: 7 仗賴人力、也不等候~之功。
 6: 8 ~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
亞 9: 1 ~和以色列各支派的眼目、都
可 3:28 ~一切的罪、和一切褻瀆的話
路18: 2 不懼怕　神、也不尊重~。
18: 4 雖不懼怕　神、也不尊重~．
約 1:29 除去〔或作背負〕~罪孽的。
 3:16 　神愛~、甚至將他的獨生子
 3:17 不是要定~的罪、〔或作審判

 3:17 或作審判~下同〕乃是要叫世
 3:17 下同〕乃是要叫~因他得救。
 3:19 ~因自己的行為是惡的、不愛
 6:51 我的肉、為~之生命所賜的。
 7: 4 事、就當將自己顯明給~看。
 7: 7 ~不能恨你們、卻是恨我．因
 8:26 那裏所聽見的、我就傳給~。
12:19 徒勞無益、~都隨從他去了。
14:17 乃~不能接受的．因為不見他
14:19 ~不再看見我．你們卻看見我
14:22 向我們顯現、不向~顯現呢。
14:27 不像~所賜的．你們心裏不要
14:31 但要叫~知道我愛父、並且父
15:18 ~若恨你們、你們知道〔或作
16: 8 就要叫~為罪、為義、為審判
16:20 ~倒要喜樂．你們將要憂愁、
17: 9 不為~祈求、卻為你所賜給我
17:21 面、叫~可以信你差了我來。
17:23 叫~知道你差了我來、也知道
17:25 ~未曾認識你、我卻認識你．
18:20 我從來是明明的對~說話．我
徒17:30 ~蒙昧無知的時候、　神並不
羅 3:23 因為~都犯了罪、虧缺了　神
 4:17 他在主面前作我們~的父．如

林前 1:21 ~憑自己的智慧、既不認識
 3: 3 乎肉體、照著~的樣子行麼。
 3: 4 這豈不是你們和~一樣麼。
 4: 9 了一臺戲、給~和天使觀看。
11:32 治．免得我們和~一同定罪。

林後 5:19 叫~與自己和好、不將他們的
提前 3:16 被~信服、被接在榮耀裏。
來 2: 6 他、~算甚麼、你竟眷顧他．
約壹 3: 1 ~所以不認識我們、是因未曾

 3:13 ~若恨你們、不要以為希奇。
 4: 5 論世界的事、~也聽從他們。
 4:14 父差子作~的救主、這是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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