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必要 聖經(115次)

新約(49次)
福音書(28)
歷史書(4)
保羅書信(9)

馬太福音(15) 馬可福音(3) 路加福音(5) 約翰福音(5)
使徒行傳(4)
羅馬書(4) 哥林多前書(3) 哥林多後書(1) 加拉太書(0) 以弗所書(0) 腓立比書(0) 歌羅西書(0) 帖
撒羅尼迦前書(0) 帖撒羅尼迦後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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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希伯來書(1) 雅各書(1) 彼得前書(1) 彼得後書(0) 約翰壹書(2)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1) 猶大
書(0)
啟示錄(2)

律法書(23)
歷史書(10)

預言書(2)

約書亞記(0) 士師記(1)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3) 撒母耳記下(1) 列王記上(1) 列王記下(2) 歷代
志上(1) 歷代志下(0)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1) 以斯帖記(0)

創世紀(4) 出埃及記(11) 利未記(1) 民數記(4) 申命記(3)
舊約(66次)

以賽亞書(2) 耶利米書(7)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5) 但以理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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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彌迦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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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詩歌智慧書(16) 約伯記(3) 詩篇(12) 箴言(1) 傳道書(0) 雅歌(0)

創18:10 我~回到你這裏、你的妻子撒
18:18 亞伯拉罕~成為強大的國、地
20: 7 你和你所有的人、都~死。
24:40 事奉的耶和華~差遣他的使者
出19:12 界、凡摸這山的、~治死他。
21:12 人以致打死的、~把他治死。
21:15 打父母的、~把他治死。
21:16 是留在他手下、~把他治死。
21:17 咒罵父母的、~把他治死。
21:20 時死在他的手下、他~受刑。
21:36 他~以牛還牛、死牛要歸自己
22: 6 都燒盡了、那點火的~賠還。
22:20 祭祀耶和華的、那人~滅絕。
31:14 ~把他治死．凡在這日作工的
31:15 安息日作工的、~把他治死。
利 4:32 ~牽一隻沒有殘疾的母羊．
民14:28 我~照你們達到我耳中的話待
24: 7 必超過亞甲、他的國~振興。
26:65 他們~死在曠野、所以除了耶
30: 2 ~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話行。
申13:15 你~用刀殺那城裏的居民、把
21:23 ~當日將他葬埋、免得玷污了
30:18 你們~滅亡、在你過約但河進
士13:22 我們~死、因為看見了　神。
撒上 6: 3 ~給他獻賠罪的禮物、然後你

16: 2 ~殺我．耶和華說、你可以帶
24:20 我也知道你~作王．以色列的

撒下24:24 我~按著價值向你買、我不肯
王上 1:52 在地上．他若行惡、~死亡。
王下 8:10 好．但耶和華指示我他~死。

18:30 耶和華~拯救我們、這城必不
代上21:24 我~用足價向你買．我不用你
尼 4:12 們說、你們~回到我們那裏。
伯11:20 但惡人的眼目~失明、他們無
13:10 若暗中徇情、他~責備你們。
18: 5 ~熄滅、他的火焰、必不照耀
詩 6:10 惶．他們~退後、忽然羞愧。
12: 3 誇大的舌頭、耶和華~剪除。
25: 3 有那無故行奸詐的、~羞愧。
63:11 ~誇口．因為說謊之人的口、
72: 9 面前下拜．他的仇敵~餂土。
73:27 ~死亡．凡離棄你行邪淫的、

89:28 遠．我與他立的約、~堅定。
112: 2 盛．正直人的後代、~蒙福。
126: 6 ~歡歡樂樂的帶禾捆回來。
128: 4 畏耶和華的人、~這樣蒙福。
139:19 你~殺戮惡人．所以你們好流
140:13 義人~稱讚你的名．正直人必
箴22: 5 保守自己生命的、~遠離。
賽36:15 耶和華~拯救我們、這城必不
49:18 你~以他們為妝飾佩戴、以他
耶15:11 我~堅固你、使你得好處．災
15:11 的時候、我~使仇敵央求你。
26: 8 民、都來抓住他說、你~死。
31:20 的心腸戀慕他、我~憐憫他。
36:29 巴比倫王~來毀滅這地、使這
38: 3 這城~交在巴比倫王軍隊的手
44:29 降禍與你們的話、~立得住。
結 3:18 他~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
17:19 約、我~使這罪歸在他頭上。
18:13 ~死亡、他的罪必歸到他身上
33: 8 你~死．你以西結若不開口警
46: 9 ~直往前行、由對門而出。
但 7:18 ~得國享受、直到永永遠遠。
彌 2:12 我~聚集你們、必要招聚以色
 2:12 ~招聚以色列剩下的人、安置
太 8:12 裏去．在那裏~哀哭切齒了。
12:36 審判的日子、~句句供出來。
13:42 爐裏．在那裏~哀哭切齒了。
13:50 爐裏．在那裏~哀哭切齒了。
15:13 是我天父栽種的、~拔出來。
16: 2 天發紅、你們就說、天~晴。
19:29 ~得著百倍、並且承受永生。
20:10 他們以為~多得．誰知也是各
20:23 你們~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
21:44 ~跌碎．這石頭掉在誰的身上
22:13 暗裏．在那裏~哀哭切齒了。
24:51 同罪．在那裏~哀哭切齒了。
25:30 暗裏．在那裏~哀哭切齒了。
26:24 人子~去世、正如經上指著他
26:42 ~我喝、就願你的意旨成全。
可 3:26 爭、他就站立不住、~滅亡。
 9: 1 ~看見　神的國大有能力臨到
14:21 人子~去世、正如經上指著他

路12:20 今夜~你的靈魂．你所預備的
13:28 外面．在那裏~哀哭切齒了。
16:30 他們那裏去的、他們~悔改。
19:40 不說、這些石頭~呼叫起來。
20:18 ~跌碎．那石頭掉在誰的身上
約 8:12 黑暗裏走、~得著生命的光。
 8:24 不信我是基督、~死在罪中。
10: 5 為不認得他的聲音．~逃跑。
18:36 我的臣僕~爭戰、使我不至於
20: 9 思、就是耶穌~從死裏復活。
徒 3:23 知的、~從民中全然滅絕。』
 5:38 行的、若是出於人、~敗壞．
27:26 只是我們~撞在一個島上。
28: 6 土人想他~腫起來、或是忽然
羅 8:13 你們若順從肉體活著~死．若
 8:13 著聖靈治死身體的惡行~活著
14: 4 而且他也~站住．因為主能使
14:12 我們各人~將自己的事、在

林前 3:17 　神~毀壞那人．因為　神的
15:25 因為基督~作王、等　神把一
16:22 主、這人可詛可咒。主~來。

林後 5:10 ~在基督臺前顯露出來、叫各
帖後 3: 4 們所吩咐的、後來也~遵行。
來13: 4 因為苟合行淫的人　神~審判
雅 1:10 因為他~過去、如同草上的花
彼前 5:10 ~親自成全你們、堅固你們、
約壹 1: 9 ~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

 3: 2 我們~像他．因為必得見他的
約參 1:10 ~提說他所行的事、就是他用
啟 1: 1 叫他將~快成的事指示他的眾
22: 6 將那~快成的事指示他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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