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灵! 
 

创 2:7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

塑造人，将生命之气吹在他鼻孔

里，人就成了活的魂。 

出 35:21 凡心中受感并灵里

乐意的，都将耶和华的举祭带来

，用以造会幕，并供其中一切事

奉之用，又用以作圣衣。 

民 14:24 惟独我的仆人迦勒，

因他另有一个灵，专一跟从我，

我就要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

；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 

拉 1:1 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

华为要成就祂藉耶利米口所说的

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灵，使

他通告全国，下诏书说， 

拉 1:5 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

宗族首领、祭司、利未人，就是

一切被神激动他灵的人，都起来

要上去建造在耶路撒冷耶和华的

殿。 

伯 32:8 但在人里面有灵，全

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 

诗 31:5 我将我的灵交在你手

里；耶和华真实的神阿，求你救

赎我。 

诗 34:18 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

，拯救灵里痛悔的人。 

诗 51:10 神阿，求你为我造清

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

灵。 

诗 51:17 神所要的祭，就是忧

伤的灵；神阿，忧伤痛悔的心，

你必不轻看。 

箴 16:2 人一切所行的，在自

己眼中看为清洁，惟耶和华衡量

人的灵。 

箴 16:32 不轻易发怒的，胜过

勇士；治服己灵的，强如取城。 

箴 17:27 克制言语的有知识，

灵里冷静的有聪明。 

箴 18:14 人有疾病，灵能支持

；灵若忧伤，谁能承当？ 

箴 20:27 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

，鉴察人的深处。 

箴 25:28 人不约束自己的灵，

就如毁坏的城邑没有墙垣。 

赛 42:5 创造并铺张诸天，将

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赐气息

给地上的万民，又赐灵给行在其

上之人的神耶和华。 

赛 57:15 因为那至高至上、住

在永远、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

必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

中痛悔和灵里卑微的人同居，要

使卑微之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

之人的心苏醒。 

结 36:26 我也要赐给你们新心

，将新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

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

肉心。 

亚 12:1 耶和华论以色列之话

语的默示。铺张诸天、建立地基

、造人里面之灵的耶和华说， 

玛 2:15 下 所以当谨守你们的

灵。 

太 5:3 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

因为诸天的国是他们的。 

太 26:41 要儆醒祷告，免得入

了试诱；你们的灵固然愿意，肉

体却软弱了。 

可 2:8 耶稣灵里即刻知道他们

心里这样议论，就对他们说，你

们心里为什么议论这些事？ 

路 1:47 我灵曾以神我的救主

为乐， 

路 1:80 那孩子渐渐长大，灵

里刚强，住在旷野，直到他向以

色列人显明的日子。 

路 23:46 耶稣大声喊着说，父

阿，我将我的灵交在你手里。 

约 3:6 从肉体生的，就是肉体

；从那灵生的，就是灵。 

约 4:23 时候将到，如今就是

了，那真正敬拜父的，要在灵和

真实里敬拜祂，因为父寻找这样

敬拜祂的人。 

约 4:24 神是灵；敬拜祂的，

必须在灵和真实里敬拜。 

约 11:33 耶稣看见她哭，并

看见与她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

灵里悲愤，又受搅扰。 

约 13:21 耶稣说了这话，灵里

受搅扰，就指证说，我实实在在

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

要出卖我了。 

约 19:30 耶稣受了那醋，就说

，成了！便低下头，将灵交付了 

徒 7:59 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

候，司提反呼求说，主耶稣，求

你接收我的灵！ 

徒 17:16 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

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他

里面的灵就受到激愤。 

徒 18:25 这人已经在主的道路

上受了教导，灵里火热，将耶稣

的事详确的讲论教训人，只是他

单晓得约翰的浸。 

徒 19:21 这些事过后，保罗灵

里定意，要经过马其顿、亚该亚

，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

那里以后，也必须去罗马看看。 

罗 1:9 我在祂儿子的福音上，

在我灵里所事奉的神，可以见证

我怎样在祷告中，常常不住的提

到你们。 

罗 2:29 惟有在内里作的，才

是犹太人；割礼也是心里的，在

于灵，不在于字句。这人的称赞

，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 

罗 7:6 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

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

，叫我们在灵的新样里服事，不

在字句的旧样里。 

罗 8:4 使律法义的要求，成就

在我们这不照着肉体，只照着灵

而行的人身上。 

罗 8:5 因为照着肉体的人，思

念肉体的事；照着灵的人，思念

那灵的事。 

罗 8:6 因为心思置于肉体，就

是死；心思置于灵，乃是生命平

安。 

罗 8:9 但神的灵若住在你们里

面，你们就不在肉体里，乃在灵

里了。 

罗 8:16 那灵自己同我们的灵

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罗 12:11 殷勤不可懒惰，要

灵里火热，常常服事主。 



林前 2:11 因为除了在人里面

人的灵，在人中间有谁知道人的

事？照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

人知道神的事。 

林前 2:14 然而属魂的人不领

受神的灵的事，因他以这些事为

愚拙，并且他不能明白，因为这

些事是凭灵看透的。 

林前 2:15 惟有属灵的人看透

万事，却没有一人看透他。 

林前 4:21 你们愿意怎么样？

是要我带着刑杖，还是要我在爱

和温柔的灵里，到你们那里去？ 

林前 5:3 我身体虽不在你们那

里，灵却与你们同在，我已经审

判了行这样事的人，好像与你们

同在一样， 

林前 5:4 就是当你们和我的灵

聚集的时候，在我们主耶稣的名

里，带同我们主耶稣的能力， 

林前 6:17 但与主联合的，便

是与主成为一灵。 

林前 14:14 因为我若用方言

祷告，我的灵就祷告，我的心思

却没有作用。 

林前 14:15 这却怎么样？我

要用灵祷告，也要用心思祷告；

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心思歌唱 

林前 14:16 不然，你若用灵

祝福，在场那不通方言的人，既

然不晓得你所说的，怎能在你感

谢的时候说阿们？ 

林前 14:32 并且申言者的灵

，是服从申言者的， 

林前 16:18 他们使我和你们

的灵都畅快。这样的人你们务要

赏识。 

林后 2:13 那时没有找到我的

弟兄提多，我灵里不安，便辞别

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了。 

林后 4:13 并且照经上所记：

“我信，所以我说话；”我们既

有这同样信心的灵，也就信，所

以也就说话， 

林后 6:6 以纯洁、以知识、以

恒忍、以恩慈、以圣别的灵、以

无伪的爱、 

林后 7:1 所以亲爱的，我们既

有这些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

去肉身和灵一切的玷污，敬畏神

，以成全圣别。 

林后 7:13 所以我们得了安慰

，并且在这安慰之外，我们因提

多的喜乐，就越发更加喜乐，因

他的灵从你们众人得了畅快。 

加 6:1 弟兄们，即使有人偶然

为某种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

，也当用温柔的灵挽回这样的人

，可是要当心自己，免得也被试

诱。 

加 6:18 弟兄们，愿我们主耶

稣基督的恩与你们的灵同在。阿

们。 

弗 1:17 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

神，荣耀的父，赐给你们智慧和

启示的灵，使你们充分的认识祂 

弗 2:22 你们也在祂里面同被

建造，成为神在灵里的居所。 

弗 3:5 这奥秘在别的世代中，

未曾给人们的子孙知道，像如今

在灵里启示祂的圣使徒和申言者

一样； 

弗 4:23 而在你们心思的灵里

得以更新， 

弗 5:18 不要醉酒，醉酒使人

放荡，乃要在灵里被充满， 

弗 6:18 时时在灵里祷告，并

尽力坚持，在这事上儆醒，且为

众圣徒祈求， 

腓 1:27 只要你们行事为人配

得过基督的福音，叫我或来见你

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

关于你们的事，就是你们在一个

灵里站立得住，同魂与福音的信

仰一齐努力； 

腓 2:1 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

鼓励，若有什么爱的安慰，若有

什么灵的交通，若有什么慈心、

怜恤， 

腓 4:23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与

你们的灵同在。 

西 2:5 我在肉身里虽然离开，

在灵里却与你们同在，欢喜看见

你们整齐有序，并坚定的信入基

督。 

帖前 5:23 且愿和平的神，亲

自全然圣别你们，又愿你们的灵

、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

们主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得以

完全，无可指摘。 

提后 1:7 因为神赐给我们的，

不是胆怯的灵，乃是能力、爱、

并清明自守的灵。 

提后 4:22 愿主与你的灵同在

。愿恩典与你同在。 

门 25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与你

们的灵同在。 

来 4:12 因为神的话是活的，

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

锋利，能以刺入、甚至剖开魂与

灵，骨节与骨髓，连心中的思念

和主意都能辨明。 

彼前 3:4 乃要重于那以温柔安

静的灵为不朽坏之妆饰的心中隐

藏的人，这在神面前是极有价值

的。 

彼前 3:18 因基督也曾一次为

罪受死，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

为要引你们到神面前；在肉体里

祂被治死，在灵里祂却活着； 

彼前 4:6 为此，就是现在死了

的人，也曾有福音在他们活着的

时候传给他们，好叫他们在肉身

中照着人受审判，在灵里却照着

神活着。 

犹 1:19 这就是那些制造分裂

，属魂而没有灵的人。 

启 1:10 当主日我在灵里，听

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 

启 4:2 我立刻就在灵里；看哪

，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

一位坐在宝座上。 

启 17:3 我在灵里，天使带我

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

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满了亵渎

的名号，有七头十角。 

启 21:10 我在灵里，天使带

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

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给

我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