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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萬有的主 (He is Lord of All)  
萬有 (al l ;  a l l  things) 
 

[Jhn] 約 3:31 從天上來的、是在萬有之上．從地上來的、是屬乎地、他所說的、也是屬乎地．從天上來的、是在萬有之上。 

[Jhn] 約 3:32 他將所見所聞的見證出來、只是沒有人領受他的見證。 

[Jhn] 約 3:33 那領受他見證的、就印上印、證明 神是真的。 

[Jhn] 約 3:34  神所差來的、就說 神的話．因為 神賜聖靈給他、是沒有限量的。 

[Jhn] 約 3:35 父愛子、已將萬有交在他手裡。 

[Jhn] 約 3:36 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著永生、〔原文作不得見永生〕 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 

 

[Jhn] 約 10:25 耶穌回答說、我已經告訴你們、你們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為我作見證。 

[Jhn] 約 10:26 只是你們不信、因為你們不是我的羊。 

[Jhn] 約 10:27 我的羊聽我的聲音、我也認識他們、他們也跟著我。 

[Jhn] 約 10:28 我又賜給他們永生．他們永不滅亡、誰也不能從我手裡把他們奪去。 

[Jhn] 約 10:29 我父把羊賜給我、他比萬有  (all) 都大．誰也不能從我父手裡把他們奪去。 

[Jhn] 約 10:30 我與父原為一。 

 

[Jhn] 約 13:1 逾越節以前、耶穌知道自己離世歸父的時候到了．他既然愛世間屬自己的人、就愛他們到底。 

[Jhn] 約 13:2 喫晚飯的時候、（魔鬼已將賣耶穌的意思、放在西門的兒子加略人猶大心裡） 

[Jhn] 約 13:3 耶穌知道父已將萬有  (all things) 交在他手裡、且知道自己是從 神出來的、又要歸到 神那裡去、 

 

[Act]  徒 10:34 彼得就開口說、我真看出 神是不偏待人． 

[Act]  徒 10:35 原來各國中、那敬畏主行義的人、都為主所悅納。 

[Act]  徒 10:36  神藉著耶穌基督（他是萬有的主）傳和平的福音、將這道賜給以色列人。 

 

[Rom] 羅 9:5 列祖就是他們的祖宗、按肉體說、基督也是從他們出來的、他是在萬有之上、永遠可稱頌的 神。阿們。 

 

[Rom] 羅 11:33 深哉、 神豐富的智慧和知識。他的判斷、何其難測、他的蹤跡何其難尋、 

[Rom] 羅 11:34 誰知道主的心、誰作過他的謀士呢、 

[Rom] 羅 11:35 誰是先給了他、使他後來償還呢。 

[Rom] 羅 11:36 因為萬有  (all things) 都是本於他、倚靠他、歸於他．願

榮耀歸給他、直到永遠。阿們。 
 

[1Co] 林前 3:21 所以無論誰、都不可拿人誇口．因為萬有全是你們的． 

[1Co] 林前 3:22 或保羅、或亞波羅、或磯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現今的事、或將來的事、全是你們的． 

[1Co] 林前 3:23 並且你們是屬基督的．基督又是屬 神的。 

[1Co] 林前 11:12 因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但萬有都是出乎 神。 

 

[Eph] 弗 1:20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運行的大能大力、使他從死裡復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邊、 

[Eph] 弗 1:21 遠超過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連來世的也都超過了． 

[Eph] 弗 1:22 又將萬有服在他的腳下、使他為教會作萬有之首． 

[Eph] 弗 1:23 教會是他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 

 

[Eph] 弗 4:8-9 所以經上說、『他升上高天的時候、擄掠了仇敵、將各樣的恩賜賞給人。』既說升上、豈不是先降在地下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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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h] 弗 4:10 那降下的、就是遠升諸天之上要充滿萬有的。 
 

[Eph] 弗 4:11 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 

[Eph] 弗 4:12 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 

[Eph] 弗 4:13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 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 

 

[Phl]  腓 3:20 我們卻是天上的國民．並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穌基督、從天上降臨。 

[Phl]  腓 3:21 他要按著那能叫萬有歸服自己的大能、將我們這卑賤的身體改變形狀、和他自己榮耀的身體相似。 

 

[Col]  西 1:13 他救了我們脫離黑暗的權勢、把我們遷到他愛子的國裡． 

[Col]  西 1:14 我們在愛子裡得蒙救贖、罪過得以赦免。 

[Col]  西 1:15 愛子是那不能看見之 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Col]  西 1:16 因為萬有都是靠他造的、無論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見

的、不能看見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執政的、掌權的、一概都是藉

著他造的、又是為他造的． 

[Col]  西 1:17 他在萬有之先．萬有也靠他而立。 
[Col] 西 1:18 他也是教會全體之首．他是元始、是從死裡首先復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Col]  西 1:19 因為父喜歡叫一切的豐盛、在他裡面居住。 

[Col]  西 1:20 既然藉著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藉著他叫萬有 、無論是地上的、天上的、都與自己和好了。 

 

[Heb] 來 1:1  神既在古時藉著眾先知、多次多方的曉諭列祖、 

[Heb] 來 1:2 就在這末世、藉著他兒子曉諭我們、又早已立他為承受萬有的、也曾藉著他創造諸世界． 

[Heb] 來 1:3 他是 神榮耀所發的光輝、是 神本體的真像、常用他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他洗淨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

大者的右邊． 

[Heb] 來 1:4 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貴、就遠超過天使。 

 
[1Ch] 代上 29:9 因這些人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 

[1Ch] 代上 29:10 所以大衛在會眾面前稱頌耶和華、說、耶和華我們的父、以色列的 神是應當稱頌、直到永永遠遠的。 

[1Ch] 代上 29:11 耶和華阿、尊大、能力、榮耀、強勝、威嚴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國度、也是你的．並且你為至高、

為萬有之首。 

[1Ch] 代上 29:12 豐富尊榮都從你而來、你也治理萬物．在你手裡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強盛都出於你。 

[1Ch] 代上 29:13 我們的 神阿、現在我們稱謝你、讚美你榮耀之名。 

[1Ch] 代上 29:14 我算甚麼、我的民算甚麼、竟能如此樂意奉獻．因為萬物都從你而來、我們把從你而得的獻給你。 

[1Ch] 代上 29:15 我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與我們列祖一樣．我們在世的日子如影兒、不能長存。〔或作沒有長存的

指望〕 

 

[Psm] 詩 103:17 但耶和華的慈愛、歸於敬畏他的人、從亙古到永遠．他的公義、也歸於子子孫孫． 

[Psm] 詩 103:18 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約、記念他的訓詞而遵行的人。 

[Psm] 詩 103:19 耶和華在天上立定寶座．他的權柄〔原文作國〕統管萬有。 

 

[Jer] 耶 10:16 雅各的分不像這些．因他是造作萬有的主．以色列也是他產業的支派．萬軍之耶和華是他的名。 

 

[Jer] 耶 51:19 雅各的分不像這些．因他是造作萬有的主．以色列也是他產業的支派．萬軍之耶和華是他的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