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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心 -- 跟從 , 歸向 , 順從 , 敬畏 , 尋求 , 遵守 , 愛 , 仰賴耶和華, 盼望耶穌基督  
            作工 , 祈禱 , 求聰明 , 用智慧尋求查究 , 察明智慧 , 查考 , 尋求可喜悅的言語 , 求 , 以祈禱傳道為事 , 禱告  
 

[Act] 徒 6:4 但我們要專心(devote)以祈禱傳道為事。 

[Act] 徒 6:5 大眾都喜悅這話、就揀選了司提反、乃是大有信心、聖靈充滿的人、又揀選腓利、伯羅哥羅、尼迦挪、提門、巴米拿、並進

猶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 

 

[1Co] 林前 7:5 夫妻不可彼此虧負、除非兩相情願、暫時分房、為要專心 (devote) 禱告方可、以後仍要同房、免得

撒但趁著你們情不自禁、引誘你們。 

 

[1Ti] 提前  4:15 這些事你要殷勤去作、並要在此專心 (immerse yourself in them)、使眾人看出你的長進來。 

[1Ti] 提前  4:16 你要謹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訓、要在這些事上恆心．因為這樣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聽你的人。 

 

[2Ti]  提後 4:2 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 (be ready)、並用百般的忍耐、各樣的教訓、責備人、警戒人、

勸勉人。 

 

[Heb] 來 13:9 你們不要被那諸般怪異的教訓勾引了去．因為人心靠恩得堅固纔是好的．並不是靠飲食．那在飲食上專心 

(devoted to them) 的、從來沒有得著益處。 

 

[1Pe] 彼前 1:13 所以要約束你們的心、〔原文作束上你們心中的腰〕謹慎自守、專心盼望 (set your hope ful ly on) 耶穌基督顯

現的時候所帶來給你們的恩。 

 

 
[Num] 民 32:10 當日耶和華的怒氣發作、就起誓說、 

[Num] 民 32:11 凡從埃及上來二十歲以外的人、斷不得看見我對亞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應許之地、因為他們沒有專心

跟從我 (wholly fol lowed me)。 

[Num] 民 32:12 惟有基尼洗族耶孚尼的兒子迦勒、和嫩的兒子約書亞、可以看見、因為他們專心跟從我。 

 

[Deu] 申 1:36 惟有耶孚尼的兒子迦勒、必得看見、並且我要將他所踏過的地賜給他、和他的子孫、因為他專心跟從我。 

[Jos] 書 14:8 然而同我上去的眾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專心跟從耶和華我的 神。 

[Jos] 書 14:9 當日摩西起誓說、你腳所踏之地、定要歸你和你的子孫、永遠為業．因為你專心跟從耶和華我的 神。 

[Jos] 書 14:13 於是約書亞為耶孚尼的兒子迦勒祝福、將希伯崙給他為業。 

[Jos] 書 14:14 所以希伯崙作了基尼洗族耶孚尼的兒子迦勒的產業、直到今日．因為他專心跟從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 

[Jos] 書 14:15 希伯崙從前名叫基列亞巴．亞巴是亞衲族中最尊大的人．於是國中太平、沒有爭戰了。 

[Jos] 書 24:23 約書亞說、你們現在要除掉你們中間的外邦神、專心歸向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 

[Jos] 書 24:24 百姓回答約書亞說、我們必事奉耶和華我們的 神、聽從他的話。 

 

[1Sa] 撒上 7:3 撒母耳對以色列全家說、你們若一心歸順耶和華、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亞斯他錄、從你們中間除掉、專

心歸向耶和華、單單的事奉他．他必救你們脫離非利士人的手。  
[1Sa] 撒上 7:4 以色列人就除掉諸巴力、和亞斯他錄、單單的事奉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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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Ki] 王上 11:6 所羅門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不效法他父親大衛、專心順從耶和華。 

 

[2Ki] 王下 17:33 他們又懼怕耶和華、又事奉自己的神、從何邦遷移、就隨何邦的風俗。 

[2Ki] 王下 17:34 他們直到如今仍照先前的風俗去行、不專心敬畏耶和華、不全守自己的規矩、典章、也不遵守耶和華吩咐雅各後

裔的律法、誡命．雅各、就是從前耶和華起名叫以色列的。 

[2Ki] 王下 17:35 耶和華曾與他們立約、囑咐他們、說、不可敬畏別神、不可跪拜事奉他、也不可向他獻祭． 

 

[2Ch] 代下 30:18 以法蓮、瑪拿西、以薩迦、西布倫、有許多人尚未自潔、他們卻也喫逾越節的羊羔、不合所記錄的定例．希西家為他們

禱告、說、凡專心尋求 神、就是耶和華他列祖之 神的、雖不照著聖所潔淨之禮自潔、求至善的耶和華也饒恕他。 

[2Ch] 代下 31:4 又吩咐住耶路撒冷的百姓、將祭司利未人所應得的分給他們、使他們專心遵守耶和華的律法。 

 

[Neh] 尼 4:6 這樣、我們修造城牆、城牆就都連絡、高至一半、因為百姓專心作工。 

 

[Job] 伯 34:12  神必不作惡、全能者也不偏離公平。 

[Job] 伯 34:13 誰派他治理地、安定全世界呢。 

[Job] 伯 34:14 他若專心為己、將靈和氣收歸自己． 

[Job] 伯 34:15 凡有血氣的就必一同死亡、世人必仍歸塵土。 

 

[Psm] 詩 86:11 耶和華阿、求你將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專心敬畏你的名。 

[Psm] 詩 86:12 主我的 神阿、我要一心稱讚你．我要榮耀你的名、直到永遠。 

 

[Psm] 詩 91:14  神說、因為他專心愛(神)我、我就要搭救他．因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處。 

[Psm] 詩 91:15 他若求告我、我就應允他．他在急難中、我要與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貴。 

[Psm] 詩 91:16 我要使他足享長壽、將我的救恩顯明給他。 

 

[Psm] 詩 109:4 他們與我為敵以報我愛．但我專心祈禱。 

 

[Pro] 箴 2:2 側耳聽智慧、專心求聰明． 

[Pro] 箴 2:3 呼求明哲、揚聲求聰明、 

[Pro] 箴 3:5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 

[Pro] 箴 3:6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Ecc] 傳 1:13 我專心用智慧尋求查究天下所作的一切事、乃知 神叫世人所經練的、是極重的勞苦。 

[Ecc] 傳 1:14 我見日光之下所作的一切事、都是虛空、都是捕風。 

 

[Ecc] 傳 1:17 我又專心察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知這也是捕風。 

[Ecc] 傳 1:18 因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煩．加增知識的、就加增憂傷。 

 

[Ecc] 傳 8:9 這一切我都見過．也專心查考日光之下所作的一切事．有時這人管轄那人、令人受害。 

[Ecc] 傳 8:16 我專心求智慧、要看世上所作的事．（有晝夜不睡覺、不合眼的） 

[Ecc] 傳 12:10 傳道者專心尋求可喜悅的言語、是憑正直寫的誠實話。 

[Ecc] 傳 12:11 智慧人的言語、好像刺棍．會中之師的言語、又像釘穩的釘子．都是一個牧者所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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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r] 耶 29:13 你們尋求我、若專心尋求我、就必尋見。 

[Dan] 但 10:12 他就說、但以理阿、不要懼怕、因為從你第一日專心求明白將來的事、又在你 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語

已蒙應允、我是因你的言語而來。 

 

一心 
 [Act]  徒 4:29 他們恐嚇我們、現在求主鑒察．一面叫你僕人大放膽量、講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來、醫治疾病、並且使神蹟

奇事、因著你聖僕耶穌的名行出來。〔僕或作子〕 

[Act] 徒 4:30 見上節 

[Act]  徒 4:31 禱告完了、聚會的地方震動．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放膽講論 神的道。 

[Act] 徒 4:32 那許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 (one heart and soul)、沒有一人說、他的東西有一樣是自己

的、都是大家公用。 

[Act] 徒 4:33 使徒大有能力、見證主耶穌復活．眾人也都蒙大恩。 

[Act] 徒 4:34 內中也沒有一個缺乏的、因為人人將田產房屋都賣了、把所賣的價銀拿來、放在使徒腳前． 

[Act]  徒 4:35 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 

[Act] 徒 4:36 有一個利未人、生在居比路、名叫約瑟、使徒稱他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來、就是勸慰子） 

[Act] 徒 4:37 他有田地、也賣了、把價銀拿來、放在使徒腳前。 

 

[Act] 徒 8:35 腓利就開口從這經上起、對他傳講耶穌。 

[Act] 徒 8:36 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監說、看哪、這裡有水、我受洗有甚麼妨礙呢。〔有古卷在此有 

[Act] 徒 8:37 腓利說、你若是一心相信 (with al l  your heart)、就可以．他回答說我信耶穌基督是 神的兒子．〕 

[Act] 徒 8:38 於是吩咐車站住、腓利和太監二人同下水裡去、腓利就給他施洗。 

[Act] 徒 8:39 從水裡上來、主的靈把腓利提了去、太監也不再見他了、就歡歡喜喜的走路。 

[Act] 徒 8:40 後來有人在亞鎖都遇見腓利、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傳福音、直到該撒利亞。 

 

[Act] 徒 12:18 到了天亮、兵丁擾亂得很、不知道彼得往那裡去了。 

[Act] 徒 12:19 希律找他、找不著、就審問看守的人、吩咐把他們拉去殺了。後來希律離開猶太、下該撒利亞去、住在那裡。 

[Act] 徒 12:20 希律惱怒推羅西頓的人．他們那一帶地方、是從王的地土得糧、因此就託了王的內侍臣伯拉斯都的情、一心來求和。 

 [Rom] 羅 15:5 但願賜忍耐安慰的 神、叫你們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穌． 

[Rom] 羅 15:6 一心一口 (together with one voice)、榮耀 神、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 

[Rom] 羅 15:7 所以你們要彼此接納、如同基督接納你們一樣、使榮耀歸與 神。 
 

[1Co] 林前 1:9  神是信實的、你們原是被他所召、好與他兒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一同得分。 

[1Co] 林前 1:10 弟兄們、我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勸你們都說一樣的話．你們中間也不可分黨．只要一心一意 (in the same mind 

and the same judgment) 彼此相合。 

  

[1Pe] 彼前 3:9 不以惡報惡、以辱罵還辱罵、倒要祝福．因你們是為此蒙召、好叫你們承受福氣。 

[1Pe] 彼前 3:10 因為經上說、『人若愛生命、願享美福、須要禁止舌頭不出惡言、嘴唇不說詭詐的話． 

[1Pe] 彼前 3:11 也要離惡行善．尋求和睦、一心追趕。 

[1Pe] 彼前 3:12 因為主的眼看顧義人、主的耳聽他們的祈禱．惟有行惡的人、主向他們變臉。』 

  

[1Pe] 彼前 4:17 因為時候到了、審判要從 神的家起首．若是先從我們起首、那不信從 神福音的人、將有何等的結局呢。 

[1Pe] 彼前 4:18 若是義人僅僅得救、那不虔敬和犯罪的人、將有何地可站呢。 

[1Pe] 彼前 4:19 所以那照 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為善、將自己靈魂交與那信實的造化之主。 

  

[Deu] 申 18:5 因為耶和華你的 神、從你各支派中將他揀選出來、使他和他子孫、永遠奉耶和華的名侍立事奉。 

[Deu] 申 18:6 利未人、無論寄居在以色列中的那一座城、若從那裡出來、一心願意到耶和華所選擇的地方、 

[Deu] 申 18:7 就要奉耶和華他 神的名事奉、像他眾弟兄利未人侍立在耶和華面前事奉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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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 書 23:13 你們要確實知道、耶和華你們的 神、必不再將他們從你們眼前趕出．他們卻要成為你們的網羅、機檻、肋上的鞭、眼中的

刺．直到你們在耶和華你們 神所賜的這美地上滅亡。 

[Jos] 書 23:14 我現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你們是一心一意 (in your hearts and souls)  的知道耶和華你們 神所應許賜福與你們

的話、沒有一句落空、都應驗在你們身上了。 

[Jos] 書 23:15 耶和華你們 神所應許的一切福氣、怎樣臨到你們身上、耶和華也必照樣使各樣禍患臨到你們身上、直到把你們從耶和華

你們 神所賜的這美地上除滅。 

[Jos] 書 23:16 你們若違背耶和華你們 神吩咐你們所守的約、去事奉別神、叩拜他、耶和華的怒氣、必向你們發作、使你們在他所賜的

美地上速速滅亡。 

 

[1Sa] 撒上 7:3 撒母耳對以色列全家說、你們若一心歸順耶和華、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亞斯他錄、  
從你們中間除掉、專心歸向耶和華、單單的事奉他．他必救你們脫離非利士人的手。 

[1Sa] 撒上 7:4 以色列人就除掉諸巴力、和亞斯他錄、單單的事奉耶和華。 

 

[1Ki] 王上 14:7 你回去告訴耶羅波安、說、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如此說、我從民中將你高舉、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1Ki] 王上 14:8 將國從大衛家奪回、賜給你．你卻不效法我僕人大衛、遵守我的誡命、一心順從我、行我眼中看為正的事． 

[1Ki] 王上 14:9 你竟行惡、比那在你以先的更甚、為自己立了別神、鑄了偶像、惹我發怒、將我丟在背後。 

 

[1Ch] 代上 12:38 以上都是能守行伍的戰士、他們都誠心來到希伯崙、要立大衛作以色列的王．以色列其餘的人也都一心要立大衛作王。 

[1Ch] 代上 28:20 大衛又對他兒子所羅門說、你當剛強壯膽去行．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因為耶和華 神就是我的 神、與

你同在、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直到耶和華殿的工作都完畢了。 

[1Ch] 代上 28:21 有祭司和利未人的各班、為要辦理 神殿各樣的事．又有靈巧的人、在各樣的工作上、樂意幫助你．並有眾首領和眾民、

一心聽從你的命令。 

[1Ch] 代上 29:1 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是 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 神建造的。 

 

[2Ch] 代下 30:12  神也感動猶大人、使他們一心遵行王與眾首領憑耶和華之言所發的命令。 

 

[Psm] 詩 9:1 〔大衛的詩、交與伶長、調用慕拉便。〕我要一心 (with my whole heart)  稱謝耶和華．我要傳揚 

(recount) 你一切奇妙的作為。 

[Psm] 詩 9:2 我要因你歡喜快樂．至高者阿、我要歌頌你的名。 

 

[Psm] 詩 34:12 有何人喜好存活、愛慕長壽、得享美福． 

[Psm] 詩 34:13 就要禁止舌頭不出惡言、嘴唇不說詭詐的話。 

[Psm] 詩 34:14 要離惡行善、尋求和睦、一心追趕。 

[Psm] 詩 34:15 耶和華的眼目、看顧義人、他的耳朵、聽他們的呼求。 

 

[Psm] 詩 86:11 耶和華阿、求你將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專心敬畏你的名。 

[Psm] 詩 86:12 主我的 神阿、我要一心稱讚你．我要榮耀你的名、直到永遠。 

[Psm] 詩 86:13 因為你向我發的慈愛是大的．你救了我的靈魂、免入極深的陰間。 

[Psm] 詩 86:14  神阿、驕傲的人起來攻擊我、又有一黨強橫的人尋索我的命．他們沒有將你放在眼中。 

[Psm] 詩 86:15 主阿、你是有憐憫有恩典的 神、不輕易發怒、並有豐盛的慈愛和誠實。 

 

[Psm] 詩 111:1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我要在正直人的大會中、並公會中、一心稱謝耶和華。 

 

[Psm] 詩 119:1 行為完全、遵行耶和華律法的、這人便為有福。 

[Psm] 詩 119:2 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尋求他的、這人便為有福。 

[Psm] 詩 119:3 這人不作非義的事．但遵行他的道。 

[Psm] 詩 119:4 耶和華阿、你曾將你的訓詞吩咐我們、為要我們殷勤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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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m] 詩 119:5 但願我行事堅定、得以遵守你的律例。 

[Psm] 詩 119:6 我看重你的一切命令、就不至於羞愧。 

[Psm] 詩 119:7 我學了你公義的判語、就要以正直的心稱謝你。 

[Psm] 詩 119:8 我必守你的律例．求你總不要丟棄我。 

[Psm] 詩 119:9 少年人用甚麼潔淨他的行為呢．是要遵行你的話。 

[Psm] 詩 119:10 我一心尋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離你的命令。 

[Psm] 詩 119:11 我將你的話藏在心裡、免得我得罪你。 

[Psm] 詩 119:12 耶和華阿、你是應當稱頌的．求你將你的律例教訓我。 

 

[Psm] 詩 119:33 耶和華阿、求你將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 

[Psm] 詩 119:34 求你賜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 
[Psm] 詩 119:57 耶和華是我的福分。我曾說、我要遵守你的言語。 

[Psm] 詩 119:58 我一心求過你的恩．願你照你的話憐憫我。 

[Psm] 詩 119:68 你本為善、所行的也善．求你將你的律例教訓我。 

[Psm] 詩 119:69 驕傲人編造謊言攻擊我．我卻要一心守你的訓詞。 

[Psm] 詩 119:127 所以我愛你的命令、勝於金子、更勝於精金。 

[Psm] 詩 119:128 你一切的訓詞、在萬事上、我都以為正直．我卻恨惡一切假道。 

[Psm] 詩 119:129 你的法度奇妙．所以我一心謹守。 

[Psm] 詩 119:130 你的言語一解開、就發出亮光、使愚人通達。 

[Psm] 詩 119:144 你的法度永遠是公義的．求你賜我悟性、我就活了。 

[Psm] 詩 119:145 耶和華阿、我一心呼籲你、求你應允我．我必謹守你的律例。 

 

[Psm] 詩 138:1 〔大衛的詩。〕我要一心稱謝你、在諸神面前歌頌你。 

[Psm] 詩 138:2 我要向你的聖殿下拜、為你的慈愛和誠實稱讚你的名．因你使你的話顯為大、過於你所應許的。〔或作超乎你的名聲〕 

 

[Ecc] 傳 7:24 萬事之理、離我甚遠、而且最深、誰能測透呢。 

[Ecc] 傳 7:25 我轉念、一心要知道、要考察、要尋求智慧、和萬事的理由．又要知道邪惡為愚昧、愚昧為狂妄。 

 

[Jer] 耶 3:9 因以色列輕忽了他的淫亂、和石頭木頭行淫、地就被玷污了。 

[Jer] 耶 3:10 雖有這一切的事、他奸詐的妹妹猶大、還不一心歸向我、不過是假意歸我．這是耶和華說的。 

[Jer] 耶 24:4 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 

[Jer] 耶 24:5 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如此說、被擄去的猶大人、就是我打發離開這地到迦勒底人之地去的、我必看顧他們如這好無花果、使

他們得好處。 

[Jer] 耶 24:6 我要眷顧他們、使他們得好處、領他們歸回這地、我也要建立他們、必不拆毀、栽植他們、並不拔出。 

[Jer] 耶 24:7 我要賜他們認識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華．他們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他們的 神、因為他們要一心歸向我。 

 

[Dan] 但 6:13 他們對王說、王阿、那被擄之猶大人中的但以理不理你、也不遵你蓋了玉璽的禁令、他竟一日三次祈禱。 

[Dan] 但 6:14 王聽見這話、就甚愁煩、一心要救但以理、籌畫解救他、直到日落的時候。 

[Dan] 但 6:15 那些人就紛紛聚集來見王、說、王阿、當知道瑪代人和波斯人有例、凡王所立的禁令、和律例、都不可更改。 

[Dan] 但 6:16 王下令、人就把但以理帶來、扔在獅子坑中．王對但以理說、你所常事奉的 神、他必救你。 

 

[Joe] 珥 2:12 耶和華說、雖然如此、你們應當禁食、哭泣、悲哀、一心歸向我。 

[Joe] 珥 2:13 你們要撕裂心腸、不撕裂衣服．歸向耶和華你們的 神．因為他有恩典、有憐憫、不輕易發怒、有豐盛的慈愛、  
並且後悔不降所說的災。 

[Joe] 珥 2:14 或者他轉意後悔、留下餘福、就是留下獻給耶和華你們 神的素祭、和奠祭、也未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