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上 圣经(122次)

新约(64次)
福音书(25)
历史书(2)
保罗书信(20)

马太福音(7) 马可福音(2) 路加福音(1) 约翰福音(15)
使徒行传(2)
罗马书(2) 哥林多前书(14) 哥林多后书(0) 加拉太书(0) 以弗所书(1) 腓立比书(0) 歌罗西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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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希伯来书(4) 雅各书(2) 彼得前书(1) 彼得后书(2) 约翰壹书(4) 约翰贰书(1)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0)
启示录(3)

律法书(5)
历史书(11)

预言书(3)

约书亚记(0) 士师记(0)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0) 撒母耳记下(5) 列王记上(1) 列王记下(0) 历代
志上(3) 历代志下(2)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0)

创世纪(4) 出埃及记(0) 利未记(0) 民数记(1) 申命记(0)
旧约(58次)

以赛亚书(7) 耶利米书(1) 耶利米哀歌(2) 以西结书(0) 但以理书(5)
小先知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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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2)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15)
诗歌智慧书(25) 约伯记(4) 诗篇(15) 箴言(3) 传道书(3) 雅歌(0)

创 6: 1 当人在~多起来、又生女儿的
10: 8 又生宁录、他为~英雄之首．
19:31 地上又无人按着~的常规、进
45: 7 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又
民12: 3 人极其谦和、胜过~的众人。
撒下 4:11 他血的罪、从~除灭你们呢。

 7: 9 好像~大大有名的人一样。
 7:23 ~有何民能比你的民以色列呢
14: 7 不与我丈夫留名留后在~。
14:20 使者的智慧、能知~一切事。

王上 8:46 ~没有不犯罪的人）你向他们
代上 1:10 实生宁录．他为~英雄之首。

17: 8 好像~大大有名的人一样。
17:21 ~有何民能比你的民以色列呢

代下 6:36 ~没有不犯罪的人）你向他们
32:19 如同论~人手所造的神一样。
伯 7: 1 人在~岂无争战么．他的日子
24: 4 开正道．~的贫民尽都隐藏。
24:18 他们所得的分在~被咒诅．他
38:21 因为你早已生在~、你日子的
诗 2: 2 ~的君王一齐起来、臣宰一同
 2:10 你们~的审判官该受管教。
16: 3 论到~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
21:10 你必从~灭绝他们的子孙、〔
33: 8 华．愿~的居民、都惧怕他。
34:16 脸、要从~除灭他们的名号。
49: 1 都当听这话、~一切的居民、
67: 4 民、引导~的万国。〔细拉〕
68:32 ~的列国阿、你们要向　神歌
89:27 他为长子、为~最高的君王。
102:15 名．~诸王都敬畏你的荣耀。
104:35 愿罪人从~消灭．愿恶人归于
119:87 他们几乎把我从~灭绝、但我
148:11 ~的君王和万民、首领和世上
148:11 万民、首领和~一切审判官、
箴 2:21 正直人必在~居住．完全人必
 8:16 ~一切的审判官、都是借我掌
 8:26 野、并~的土质、我已生出。
传 7:20 不犯罪的义人、~实在没有。
 8:14 ~有一件虚空的事、就是义人
 8:16 要看~所作的事．（有昼夜不
赛11: 4 以正直判断~的谦卑人．以口

14:21 得了遍地、在~修满城邑。
18: 3 ~一切的居民、和地上所住的
23: 8 是~的尊贵人．遭遇如此、是
26: 9 因为你在~行审判的时候、地
26:18 事．~的居民、也未曾败落。
38:11 华．我与~的居民不再见面。
耶 9:24 知道我喜悦在~施行慈爱公平
哀 3:34 人将~被囚的、踹〔原文作压
 4:12 和~的居民、都不信敌人和仇
但 2:10 ~没有人能将王所问的事说出
 4:35 ~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
 4:35 和~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
 7:17 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兴起
 7:23 第四兽就是~必有的第四国、
番 2: 3 ~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哪
 2:11 因他必叫~的诸神瘦弱、列国
太 4: 8 将~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
 5:13 你们是~的盐．盐若失了味、
 5:14 你们是~的光．城造在山上、
13:22 后来有~的思虑、钱财的迷惑
17:25 ~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
23:35 叫~所流义人的血、都归到你
26:24 有祸了．那人不生在~倒好。
可 4:19 后来有~的思虑、钱财的迷惑
14:21 有祸了。那人不生在~倒好。
路18: 8 的时候、遇得见~有信德么。
约 1: 9 真光、照亮一切生在~的人。
 9: 5 我在~的时候、是世上的光。
 9: 5 我在世上的时候、是~的光。
 9:39 我为审判到这~来、叫不能看
11: 9 至跌倒、因为看见这~的光。
12:25 在这~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
12:46 我到~来、乃是光、叫凡信我
16:21 楚、因为欢喜~生了一个人。
16:33 在~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
17: 6 你从~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
17:11 我不在~、他们却在世上、我
17:11 他们却在~、我往你那里去。
17:13 我还在~说这话、是叫他们心
17:18 你怎样差我到~、我也照样差
17:18 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
徒 4:26 ~的君王一齐起来、臣宰也聚

22:22 从~除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着
罗 5:13 罪已经在~．但没有律法、罪
 9:28 因为主要在~施行他的话、叫

林前 1:20 这~的辩士在那里．　神岂不
 1:20 神岂不是叫这~的智慧变成愚
 1:27 　神却拣选了~愚拙的、叫有
 1:27 又拣选了~软弱的、叫那强壮
 1:28 　神也拣选了~卑贱的、被人
 2: 6 但不是这~的智慧、也不是这
 2: 6 也不是这~有权有位将要败亡
 2: 8 这智慧~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
 2:12 并不是~的灵、乃是从　神来
 5:10 此话不是指这~一概行淫乱的
 7:33 是为~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
 7:34 是为~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
 8: 4 我们知道偶像在~算不得什么
14:10 ~的声音、或者甚多、却没有
弗 2:12 并且活在~没有指望、没有
西 2: 8 和~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
 2:20 脱离了~的小学、为什么仍像

提前 6: 7 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来、
来 1: 6 　神使长子到~来的时候、〔
 1: 6 作　神再使长子到~来的时候
10: 5 所以基督到~来的时候、就说
11:13 又承认自己在~是客旅、是寄
雅 2: 5 　神岂不是拣选了~的贫穷人
 5: 5 你们在~享美福、好宴乐、当

彼前 5: 9 因为知道你们在~的众弟兄、
彼后 1: 4 叫我们既脱离~从情欲来的败

 2:20 得以脱离~的污秽、后来又在
约壹 3:17 凡有~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

 4: 1 因为~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
 4: 3 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了。
 4:17 他如何、我们在这~也如何。

约贰 1: 7 因为~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
启 1: 5 为~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
11:15 ~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
17: 5 作~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

aBibleTool v0.94.2008.10 1 世上 shì shàng

http://www.abibletoo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