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性命 聖經(123次)

新約(12次)
福音書(5)
歷史書(4)
保羅書信(2)

馬太福音(1)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4)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4)
羅馬書(0) 哥林多前書(0) 哥林多後書(0) 加拉太書(0) 以弗所書(0) 腓立比書(1) 歌羅西書(0) 帖
撒羅尼迦前書(1) 帖撒羅尼迦後書(0) 提摩太前書(0) 提摩太後書(0)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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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0) 希伯來書(0) 雅各書(0) 彼得前書(0) 彼得後書(0) 約翰壹書(0)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0) 猶大
書(0)
啟示錄(1)

律法書(15)
歷史書(39)

預言書(1)

約書亞記(1) 士師記(1)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12) 撒母耳記下(8) 列王記上(10) 列王記下(3) 歷
代志上(0) 歷代志下(1)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3)

創世紀(9) 出埃及記(3) 利未記(0) 民數記(0) 申命記(3)
舊約(111次)

以賽亞書(1) 耶利米書(6) 耶利米哀歌(4) 以西結書(9)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2) 何西阿書(0) 約珥書(0) 阿摩司書(0)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2) 彌迦書(0) 那鴻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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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詩歌智慧書(35) 約伯記(8) 詩篇(22) 箴言(5) 傳道書(0) 雅歌(0)

創19:19 救我的~、我不能逃到山上去
19:20 逃到那裏、我的~就得存活。
27:46 連~都厭煩了．倘若雅各也娶
32:30 見了　神、我的~仍得保全。
37:21 手、說、我們不可害他的~。
42:15 我指著法老的~起誓、若是你
42:16 我指著法老的~起誓、你們一
47:25 你救了我們的~、但願我們在
50:20 要保全許多人的~、成就今日
出 1:17 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
 1:18 麼作這事、存留男孩的~呢。
 1:22 的女孩、你們要存留他的~。
申13: 6 或是如同你~的朋友、若暗中
28:66 你的~必懸懸無定、你晝夜恐
28:66 你晝夜恐懼、自料~難保。
書 2:13 屬他們的、拯救我們~不死。
士 8:19 你們從前若存留他們的~、我
撒上18: 1 單愛大衛、如同愛自己的~。

18: 3 約拿單愛大衛如同愛自己的~
20: 1 甚麼罪、他竟尋索我的~呢。
20:17 拿單因愛大衛如同愛自己的~
25:29 尋索你的~、你的性命卻在耶
25:29 你的~卻在耶和華你的　神那
25:29 你仇敵的~、耶和華必拋去、
26:21 因你今日看我的~為寶貴、我
26:24 我今日重看你的~、願耶和華
26:24 願耶和華也重看我的~、並且
28: 9 你為何陷害我的~、使我死呢
28:21 不顧惜自己的~、遵從你所吩

撒下 4: 8 曾尋索王的~、看哪、這是他
 4: 9 我指著救我~脫離一切苦難、
11:11 原文作我指著王和王的~起誓
14:14 　神並不奪取人的~、乃設法
16:11 尚且尋索我的~、何況這便雅
18:13 我若妄為害了他的~、就是你
19: 5 他們今日救了你的~、和你兒
19: 5 的性命、和你兒女妻妾的~．

王上 1:12 好保全你和你兒子所羅門的~
 1:29 我指著救我~脫離一切苦難、
 3:11 也不求滅絕你仇敵的~、單求
19: 2 我若不使你的~像那些人的性
19: 2 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一樣

19: 4 求你取我的~、因為我不勝於
20:31 色列王．或者他存留王的~。
20:32 求王存留我的~．亞哈說、他
20:39 你的~必代替他的性命、不然
20:39 你的性命必代替他的~、不然

王下 1:13 願我的~、和你這五十個僕人
 1:13 和你這五十個僕人的~、在你
 1:14 現在願我的~在你眼前看為寶

代下 1:11 也不求滅絕那恨你之人的~、
斯 7: 3 是願王將我的~賜給我、我所
 8:11 聚集保護~、剪除殺戮滅絕那
 9:16 其餘的猶大人也都聚集保護~
伯 2: 4 願捨去一切所有的、保全~。
 2: 6 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
 7:16 我厭棄~、不願永活．你任憑
 7:20 箭靶子、使我厭棄自己的~。
 9:21 不顧自己．我厭惡我的~。
10: 1 我厭煩我的~、必由著自己述
24:22 人．那~難保的人仍然興起。
36: 6 他不保護惡人的~、卻為困苦
詩 7: 5 將我的~踏在地下、使我的榮
22:29 到塵土中不能存活自己~的人
25:20 求你保護我的~、搭救我、使
26: 9 不要把我的~和流人血的一同
27: 1 耶和華是我~的保障．〔保障
31:13 的時候、就圖謀要害我的~。
35: 7 無故的挖坑、要害我的~。
44:25 我們的~伏於塵土．我們的肚
57: 4 我的~在獅子中間．我躺臥在
64: 1 求你保護我的~、不受仇敵的
66: 9 他使我們的~存活、也不叫我
71:13 願那與我~為敵的、羞愧被滅
72:13 窮乏的人、拯救窮苦人的~。
74:19 不要將你斑鳩的~交給野獸．
74:19 不要永遠忘記你困苦人的~。
86: 2 求你保存我的~．因我是虔誠
88: 3 滿了患難、我的~臨近陰間。
97:10 他保護聖民的~、搭救他們脫
119:25 我的~幾乎歸於塵土．求你照
119:109我的~常在危險之中、我卻不
119:175願我的~存活、得以讚美你．
121: 7 切的災害．他要保護你的~。

箴 8:36 卻害了自己的~．恨惡我的、
14:25 救人~．吐出謊言的、施行詭
16:17 事．謹守己路的、是保全~。
29:10 惡完全人、索取正直人的~。
29:24 是恨惡自己的~．他聽見叫人
賽38:12 我將~捲起、像織布的捲布一
耶 4:10 得平安．其實刀劍害及~了。
 4:30 的藐視你、並且尋索你的~。
18:20 他們竟挖坑要害我的~．求你
20:13 他救了窮人的~脫離惡人的手
48: 6 自救~、獨自居住好像曠野的
51: 6 各救自己的~．不要陷在他的
哀 1:11 要救~。他們說、耶和華阿、
 1:16 救我~的、離我甚遠．我的兒
 1:19 正尋求食物救~的時候、就在
 2:19 你要為他們的~向主舉手禱告
結 3:18 拯救他的~、這惡人必死在罪
13:18 為要獵取人的~．難道你們要
13:18 難道你們要獵取我百姓的~、
13:20 使人的~如鳥飛的．我要將靠
14:14 們只能因他們的義救自己的~
14:20 只能因他們的義救自己的~。
18:27 合理的事、他必將~救活了．
32:10 他們各人為自己的~時刻戰兢
33: 5 受警戒、便是救了自己的~。
拿 1:14 不要因這人的~使我們死亡．
 2: 6 你卻將我的~從坑中救出來。
太 2:20 為要害小孩子~的人已經死了
路 9:56 人子來不是要滅人的~、〔性
 9:56 ~或作靈魂下同〕是要救人的
 9:56 是要救人的~．說著就往別的
14:26 姐妹和自己的~、就不能作我
徒15:26 主耶穌基督的名、不顧~的。
20:24 我卻不以~為念、也不看為寶
27:10 遭破壞、連我們的~也難保。
27:22 你們的~、一個也不失喪、惟
腓 2:30 不顧~、要補足你們供給我的
帖前 2: 8 連自己的~也願意給你們、因
啟12:11 他們雖至於死、也不愛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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