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下 圣经(87次)

新约(22次)
福音书(4)
历史书(7)
保罗书信(6)

马太福音(1) 马可福音(1) 路加福音(2)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7)
罗马书(5) 哥林多前书(0) 哥林多后书(0) 加拉太书(0) 以弗所书(0) 腓立比书(0) 歌罗西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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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天下 tiān xià

普通书信(1) 希伯来书(0) 雅各书(0) 彼得前书(0) 彼得后书(0) 约翰壹书(1)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0)
启示录(4)

律法书(20)
历史书(16)

预言书(4)

约书亚记(2) 士师记(0)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1) 撒母耳记下(0) 列王记上(4) 列王记下(4) 历代
志上(0) 历代志下(4) 以斯拉记(1)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0)

创世纪(7) 出埃及记(4) 利未记(0) 民数记(0) 申命记(9)
旧约(65次)

以赛亚书(4) 耶利米书(10)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结书(0) 但以理书(3)
小先知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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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2)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18)
诗歌智慧书(8) 约伯记(2) 诗篇(3) 箴言(0) 传道书(3) 雅歌(0)

创 1: 9 ~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
 6:17 毁灭~、凡地上有血肉、有气
 7:19 其浩大、~的高山都淹没了。
11: 1 ~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
11: 9 耶和华在那里变乱~人的言语
41:56 当时饥荒遍满~、约瑟开了各
41:57 里籴粮、因为~的饥荒甚大。
出 8:22 好叫你知道我是~的耶和华。
 9:14 叫你知道在普~没有像我的。
 9:16 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
17:14 从~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
申 2:25 从今日起我要使~万民、听见
 4:19 华你的　神为~万民所摆列的
 7:24 你就使他们的名从~消灭．必
 9:14 将他们的名从~涂抹、使你的
25:19 号、从~涂抹了．不可忘记。
28: 1 他必使你超乎~万民之上。
28:10 ~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
28:25 你必在~万国中抛来抛去。
29:20 耶和华又要从~涂抹他的名．
书 3:10 普~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
 3:13 等到抬普~主耶和华约柜的祭

撒上17:46 使普~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
王上 4:34 ~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就

 8:43 使~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
10:23 财宝与智慧、胜过~的列王。
10:24 普~的王都求见所罗门、要听

王下 5:15 普~没有　神．现在求你收点
14:27 有说要将以色列的名从~涂抹
19:15 你是~万国的　神．你曾创造
19:19 使~万国都知道惟独你耶和华

代下 6:33 使~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
 9:22 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的列王
 9:23 普~的王都求见所罗门、要听
36:23 已将~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
拉 1: 2 已将~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
伯37: 3 他发响声震遍~、发电光闪到
41:11 我偿还呢、~万物都是我的。
诗19: 4 它的量带通遍~、它的言语传
50: 1 已经发言招呼~、从日出之地
100: 1 诗。〕普~当向耶和华欢呼。
传 1:13 智慧寻求查究~所作的一切事

 2: 3 人、在~一生当行何事为美。
 3: 1 都有定期、~万务都有定时．
赛12: 5 甚是美好．但愿这事普传~。
25: 8 又除掉普~他百姓的羞辱．因
37:16 是~万国的　神．你曾创造天
37:20 使~万国都知道惟有你是耶和
耶10:11 的神、必从地上从~被除灭。
15: 4 又必使他们在~万国中、抛来
24: 9 在~万国中抛来抛去、遭遇灾
25:26 以及~地上的万国喝了．以后
29:18 使他们在~万国抛来抛去、在
34:17 并且使你们在~万国中抛来抛
44: 8 在~万国中令人咒诅羞辱。
51: 7 使~沉醉．万国喝了他的酒就
51:25 就是毁灭~的山、我与你反对
51:41 ~所称赞的、何竟被占据．巴
哀 3:66 们、从耶和华的~除灭他们。
但 2:35 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
 2:39 三国、就是铜的、必掌管~．
 7:27 和~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
弥 4:13 将他们的货献与普~的主。
亚 4:14 受膏者站、在普~主的旁边。
 6: 5 是从普~的主面前出来的。
太24:14 要传遍~、对万民作见证、然
可16:15 你们往普~去、传福音给万民
路 2: 1 下来、叫~人民都报名上册。
 4: 5 霎时间把~的万国都指给他看
徒 2: 5 从~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
 4:12 因为在~人间、没有赐下别的
11:28 指明~将有大饥荒．这事到革
17: 6 那搅乱~的、也到这里来了．
17:31 按公义审判~．并且叫他从死
19:27 和普~、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
24: 5 是鼓动普~众犹太人生乱的、
罗 1: 8 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
 9:17 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
10:18 他们的声音传遍~、他们的言
11:12 为~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
11:15 ~就得与　神和好、他们被收
西 1:23 也是传与普~万人听的．〔万
约壹 2: 2 们的罪、也是为普~人的罪。
启 3:10 我必在普~人受试炼的时候、

 5: 6 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去的。
12: 9 是迷惑普~的．他被摔在地上
16:14 出去到普~众王那里、叫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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