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明汇编索引

A
【阿尔法】 ā ěr fǎ
我就是‘阿尔法’，也是‘欧米伽’ 启 1:8
我就是‘阿尔法’，也是‘欧米伽’ 启 21:6

【哀歌】 āi gē（参：歌）
我们唱哀歌，你们也不捶胸。 太 11:17

【哀哭】 āi kū（参：哭、哭泣）
是哀哭和极其伤痛的声音， 太 2:18
在那里将有哀哭和切齿。 太 25:30

【哀伤】 āi shāng
好色行为而哀伤的义人罗得 彼后 2:7

【哀恸】 āi tòng ◇ 和合本 
（参：悲伤）

【埃及】 āi jí
带着孩子和他的母亲逃往埃及 太 2:14
我从埃及召我的儿子出来。 太 2:15
希律死了以后，在埃及，忽然主 太 2:19
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 徒 7:9
摩西在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上受 徒 7:22
摩西从埃及带领出来的那一切 来 3:16
受的责骂看做是比埃及的财宝 来 11:26
一次性地把子民从埃及地救了 犹 1:5

【爱】 ài（参：亲爱、喜爱、慈爱、
热爱、相爱）

要爱你的邻人，恨你的敌人 太 5:43
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敌人， 太 5:44
你们如果只爱那些爱你们的人， 太 5:46
那爱父亲或母亲过于爱我的， 太 10:37
我所爱的，心所喜悦的。 太 12:18
全心、全灵、全意爱主 太 22:37
要爱你们的敌人，善待那些恨 路 6:27
你们只爱那些爱你们的人， 路 6:32
要爱你们的敌人，要善待人； 路 6:35
他爱我们的同胞，还为我们建 路 7:5
哪一个会更爱那债主呢？ 路 7:42
赦免得多，所以她爱得多； 路 7:47
全灵、全力、全意爱主 路 10:27
神爱世人，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 约 3:16
你们彼此之间有了爱，众人 约 13:35
如果爱我，就会遵守我的命令。 约 14:15
如果有人爱我，他就会遵守我 约 14:23
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 约 14:24
正如父爱我，我也爱你们。 约 15:9
会住在我的爱里；就像我遵守 约 15:10
人的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约 15:13
做为属自己的来爱；但是， 约 15:19
也知道你爱他们，就像爱我 约 17:23
因为你在创世以前就爱我了。 约 17:24
这样，你爱我的爱就能在他们 约 17:26
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另一个 约 20:2

西门，你爱我胜过这些吗？ 约 21:15
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 约 21:16
蒙神所爱、蒙召成为圣徒的人 罗 1:7
神的爱藉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罗 5:5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罗 5:8
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分开呢？ 罗 8:35
靠着爱我们的那一位， 罗 8:37
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分开， 罗 8:39
爱，不要虚假；要厌弃恶、 罗 12:9
爱是对邻人不做恶事， 罗 13:10
你就不再是凭着爱行事了。 罗 14:15
使人自我膨胀，但是爱能造就 林前 8:1
但如果有人爱神，这个人就是 林前 8:3
却没有爱，我就成了嘈杂的锣 林前 13:1
却没有爱，我就一无所是 林前 13:2
却没有爱，对我也毫无益处。 林前 13:3
爱是恒久忍耐，又是仁慈； 林前 13:4
恳求你们向他证实你们的爱。 林后 2:8
基督的爱催逼着我们， 林后 5:14
藉着圣灵，在不虚假的爱中， 林后 6:6
的殷勤来考验你们爱的真诚， 林后 8:8
难道因为我不爱你们吗？ 林后 11:11
而是要藉着爱彼此服事， 加 5:13
成为圣洁、毫无瑕疵。他在爱中， 弗 1:4
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 弗 2:4
温柔，以耐心，在爱中彼此容忍； 弗 4:2
我们却要在爱中说真话， 弗 4:15
渐渐成长，以致在爱中建立 弗 4:16
要在爱中行事，就像基督也爱了 弗 5:2
做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妻子， 弗 5:25
丈夫也应该爱自己的妻子， 弗 5:28
每一个人也要爱自己的妻子， 弗 5:33
以及随着信仰的爱，从父神和主 弗 6:23
后者是出于爱，知道我是为辩护 腓 1:16
受到安慰，在爱中结合在一起， 西 2:2
要穿上爱—爱就是成熟境界 西 3:14
做丈夫的，要爱妻子，不可对 西 3:19
关于弟兄之爱，你们不需要 帖前 4:9
以信与爱做为护胸甲穿上， 帖前 5:8
每一个人彼此的爱也在增加。 帖后 1:3
那能使他们得救的真理之爱。 帖后 2:10
蒙主所爱的弟兄们，我们应该 帖后 2:13
训导年轻的妇女爱丈夫、爱儿女、 多 2:4
仁慈和他对人的爱显明的时候， 多 3:4
因为主所爱的人，主都管教； 来 12:6
你们当常存弟兄之爱。 来 13:1
你们行事为人不要爱钱财， 来 13:5
没有见过他，却爱他；虽然 彼前 1:8
不虚假的弟兄之爱，就应当 彼前 1:22
弟兄之情；在弟兄之情上加爱 彼后 1:7
属神的爱就确实在这个人里面 约壹 2:5
那爱自己弟兄的，就住在光里 约壹 2:10
你们不要爱世界，也不要爱 约壹 2:15
给我们的是何等的爱，为要使 约壹 3:1

不爱自己弟兄的，也不属 约壹 3:10
因为我们爱弟兄，我们就已经 约壹 3:14
从这一点就知道了爱： 约壹 3:16
属神的爱怎么能住在他里面 约壹 3:17
那没有爱的，就不认识神， 约壹 4:8
属神的爱就在我们里面显明了 约壹 4:9
并不是我们爱了神，而是神爱 约壹 4:10
并相信了神对我们所怀的爱。 约壹 4:16
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使我 约壹 4:17
爱里没有惧怕；相反，完美的 约壹 4:18
我们爱，是因为他先爱了我们 约壹 4:19
如果有人说“我爱神”，却恨 约壹 4:20
领受的命令：爱神的，也要爱 约壹 4:21
当我们爱神，并遵行他命令 约壹 5:2
原来属神的爱是这样的， 约壹 5:3
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 启 1:5
以及所有爱虚假、行虚假的人， 启 22:15

【爱邻如己】 ài lín rú jǐ
也和它类似，‘要爱邻如己。’ 太 22:39
你的神，并且要爱邻如己。 路 10:27
包含在“要爱邻如己”这一句话 罗 13:9
都在“要爱邻如己”这一句话里 加 5:14
至尊的律法“要爱邻如己” 雅 2:8

【爱慕】 ài mù
也要给所有爱慕他显现的人。 提后 4:8
婴孩一样，爱慕那纯净的话语 彼前 2:2

【爱人如己】 aì rén rú jǐ ◇ 和合本
（参：爱邻如己）

【爱惜】 ài xī（参：顾惜）
爱惜生命、愿意见到好日子 彼前 3:10

【爱心】 ài xīn（参：热心、真心）
对我们的爱心上都丰足有余 林后 8:7
圣灵的果子是：爱心、喜乐、 加 5:22
信仰的行为、爱心的劳苦， 帖前 1:3
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 提前 1:14
在言语、行为、爱心、信仰、 提前 4:12
一同追求公义、信仰、爱心、 提后 2:22
在信仰、爱心和忍耐上要健全； 多 2:2

【爱筵】 ài yán
这些人在你们的爱筵中是污点 犹 1:12

【爱子】 ài zǐ（参：子）
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太 3:17
恩典是他在爱子里特别赐给我们 弗 1:6
把我们迁入他爱子的国度； 西 1:13

【安静】 ān jìng
你们要立定心志安静下来、 帖前 4:11
劝勉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 帖后 3:12
出于谦和、安静的灵；这在神 彼前 3:4



576【安全】 ān quán

【安全】 ān quán
正说“和平”、“安全”的时候， 帖前 5:3

【安慰】 ān wèi
愿赐忍耐和安慰的神，使你们 罗 15:5
各样怜悯的父、一切安慰的神。 林后 1:3
一切的患难中，他安慰我们， 林后 1:4
反而更要饶恕他、安慰他，免得 林后 2:7
好让他们的心受到安慰，在爱中 西 2:2
劝诫懒散的人，安慰胆怯的人 帖前 5:14
你们已经忘记那安慰的话吗？ 来 12:5

【安稳】 ān wěn（参：稳、站稳）
庄重地过平静安稳的生活。 提前 2:2

【安息】 ān xī
来吧！我将使你们得到安息。 太 11:28
你们就将寻得灵魂的安息。 太 11:29
与我们一同得到安息。 帖后 1:7
他们绝不能进入我的安息。 来 3:11
他们绝不能进入他的安息 来 3:18
将脱离自己的劳苦进入安息 启 14:13

【安息日】 ān xī rì
在安息日使人痊愈，是否可以 太 12:10
他有一只羊在安息日掉进坑里 太 12:11
在安息日做好事是可以的。 太 12:12
安息日一到，耶稣就进了会堂教 可 1:21
在安息日，耶稣从麦田经过， 可 2:23
做安息日不可以做的事呢？ 可 2:24
安息日是为人而存在的， 可 2:27
人子是主，也是安息日的主。 可 2:28
在安息日那天，他照自己的习惯 路 4:16
城迦百农去，在安息日教导人。 路 4:31

【安心】 ān xīn
在神面前也可以安心，因为神 约壹 3:20

【安置】 ān zhì
在他那里安置我们的住处。 约 14:23
把各部分一一安置在身体上 林前 12:18

【按手】 àn shǒu（参：手）
好让耶稣按手在他们身上， 太 19:13
耶稣按手在他们身上， 太 19:15
孩子们搂在怀中，按手在他们 可 10:16
彼得和约翰按手在他们身上， 徒 8:17
看见因着使徒们的按手，有圣灵 徒 8:18
权柄也给我，使我按手在谁身上 徒 8:19
叫阿纳尼亚的人，进来按手在他 徒 9:12
他进了那家，按手在扫罗身上， 徒 9:17
洗净礼、按手礼、死人复活、 来 6:2

【案卷】 àn juàn ◇ 和合本
（参：书卷）

【暗处】 àn chù
把它当做照耀在暗处的灯， 彼后 1:19

【暗中】 àn zhōng（参：隐秘）
公开羞辱她，想要暗中把她休了 太 1:19
他们暗中所做的，连说出来也是 弗 5:12

【肮脏】 āng zāng
一个穿着肮脏衣服的穷人也进来 雅 2:2

【奥秘】 ào mì
神国的奥秘已经赐给你们了 可 4:11
神国的奥秘已经赐下来让你们 路 8:10
也明白一切奥秘、一切知识， 林前 13:2
我告诉你们一个奥秘： 林前 15:51
让我们明白了他旨意的奥秘， 弗 1:9
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 弗 5:32
直到真正认识神的奥秘，就是基 西 2:2
其实这不法的奥秘已经在做工 帖后 2:7
以清白的良心持守信仰的奥秘 提前 3:9
敬神的奥秘是极大的： 提前 3:16

【懊悔】 ào huǐ（参：悔改）
悔改通向救恩，是不懊悔的 林后 7:10

B
【巴兰】 bā lán
随从了比珥的儿子巴兰的路 彼后 2:15
为财利奔上“巴兰的迷途” 犹 1:11
那里有些人持守巴兰的教导。 启 2:14

【把握】 bǎ wò
要把握机会，因为这时代是邪恶 弗 5:16
对所盼望的事有把握，对看不见 来 11:1

【掰饼】 bāi bǐng（参：饼）
掰饼的时候怎样被他们认出来 路 24:35

【白衣】 bái yī
看见两位身穿白衣的天使， 约 20:12
忽然有两个身穿白衣的人 徒 1:10
他们将要身穿白衣与我同行， 启 3:4
将要同样穿上白衣，我绝不从 启 3:5

【白昼】 bái zhòu
趁着白昼，我们必须做那派我来 约 9:4
行事端正，好像在白昼中那样 罗 13:13
是光明的儿女，白昼的儿女。 帖前 5:5
我们既然属于白昼，就让我们 帖前 5:8
把白昼的放荡看做是享乐 彼后 2:13

【百夫长】 bǎi fū zhǎng
百夫长所重视的奴仆病得快要死 路 7:2
站在旁边的百夫长说：“你们 徒 22:25

【百合花】 bǎi hé huā
野地里的百合花是怎么生长 太 6:28

【百姓】 bǎi xìng ◇ 和合本
（参：民众、子民）

【败坏】 bài huài（参：坏、朽坏、
毁坏、破坏、衰朽）

神就任凭他们存败坏的理性， 罗 1:28
结交恶友，败坏善德。 林前 15:33
你们的思想受到败坏，离开对 林后 11:3
旧人顺着迷惑人的私欲受败坏， 弗 4:22
欲望使人沉溺在败坏和灭亡中 提前 6:9

【拜】 bài（参：敬拜、膜拜）
就向我报告，好让我也去拜他。 太 2:8
俯伏拜那孩子，然后打开他们的 太 2:11
你如果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 太 4:9
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向他 太 20:20
她们就上前来抱住他的脚拜他。 太 28:9
他们看见耶稣，就拜他， 太 28:17
你如果在我面前下拜，这一切就 路 4:7

【拜偶像】 bài ǒu xiàng
或贪心的、或拜偶像的、 林前 5:11
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 林前 6:9
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 林前 10:14
拜偶像、行邪术、仇恨、纷争、 加 5:20
或贪心的—就是拜偶像的 弗 5:5
恶欲和贪心，贪心就是拜偶像。 西 3:5
律法所禁止的拜偶像之中 彼前 4:3
行邪术的、拜偶像的， 启 21:8
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 启 22:15

【半夜】 bàn yè
半夜里，有人喧嚷：‘看哪， 太 25:6
或傍晚，或半夜，或鸡叫时， 可 13:35
约在半夜，保罗和赛拉斯祷告、 徒 16:25

【绊倒】 bàn dǎo（参：跌倒）
如果你的右眼使你绊倒，就把它 太 5:29
如果你的右手使你绊倒，就把它 太 5:30
凡不因我被绊倒的人，就蒙福了 太 11:6
这些卑微人中的一个绊倒更好。 路 17:2
其他事上使你的弟兄绊倒， 罗 14:21
食物使我的弟兄绊倒，我就 林前 8:13
有谁被绊倒，我不心如火烧 林后 11:29

【绊跌】 bàn diē
这权利成了软弱之人的绊跌物 林前 8:9

【绊脚】 bàn jiǎo（参：脚）
那些使人绊脚的事必然出现， 路 17:1
因吃东西使人绊脚，这就是 罗 14:20
在他里面没有什么绊脚的事 约壹 2:10

【绊脚石】 bàn jiǎo shí
到我后面去！你是我的绊脚石 太 16:23
不给弟兄放下绊跌物或绊脚石 罗 14:13
对犹太人来说是绊脚石， 林前 1:23
巴兰曾教唆巴勒把绊脚石放在 启 2:14

【帮助】 bāng zhù
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 可 9:22
我的不信之处，求你帮助！ 可 9:24
他说：“这人配得你的帮助， 路 7:4
使人痊愈的恩赐、帮助的 林前 12:28
通过祈祷一同帮助我们，好让 林后 1:11
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事情将 腓 1:19
寻见恩典，做为及时的帮助。 来 4:16
主是我的帮助，我就不惧怕， 来 13:6

【榜样】 bǎng yàng
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好让你们 约 13:15
我都给你们做了榜样：必须 徒 20: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