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就 聖經(158次)

新約(46次)
福音書(29)
歷史書(5)
保羅書信(10)

馬太福音(5) 馬可福音(3) 路加福音(13) 約翰福音(8)
使徒行傳(5)
羅馬書(1) 哥林多前書(0) 哥林多後書(1) 加拉太書(0) 以弗所書(3) 腓立比書(2) 歌羅西書(1) 帖
撒羅尼迦前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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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希伯來書(0) 雅各書(1) 彼得前書(0) 彼得後書(1) 約翰壹書(0)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0) 猶大
書(0)
啟示錄(0)

律法書(8)
歷史書(27)

預言書(0)

約書亞記(0) 士師記(0) 路得記(1) 撒母耳記上(1) 撒母耳記下(3) 列王記上(5) 列王記下(5) 歷代
志上(1) 歷代志下(6)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2) 以斯帖記(3)

創世紀(6) 出埃及記(0) 利未記(0) 民數記(1) 申命記(1)
舊約(112次)

以賽亞書(27) 耶利米書(11) 耶利米哀歌(3) 以西結書(17) 但以理書(5)
小先知書(2) 何西阿書(0) 約珥書(1) 阿摩司書(0)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0)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1)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63)
詩歌智慧書(12) 約伯記(3) 詩篇(6) 箴言(2) 傳道書(1) 雅歌(0)

創11: 6 要作的事、就沒有不~的了。
18:19 我所應許亞伯拉罕的話都~了
21: 1 拉、便照他所說的給撒拉~。
41:13 後來正如他給我們圓解的~了
41:32 神命定這事、而且必速速~。
50:20 多人的性命、~今日的光景．
民23:19 著行呢、他發言豈不要~呢。
申18:22 所說的若不~、也無效驗、這
得 3:18 看這事怎樣~、因為那人今日
撒上20: 4 你心裏所求的、我必為你~。
撒下14:15 訴王．或者王~婢女所求的。

19:38 向我求甚麼、我都必為你~。
23: 5 所想望的、他豈不為我~麼。

王上 2: 4 耶和華必~向我所應許的話說
 8:15 大衛所應許的、也親手~了。
 8:20 現在耶和華~了他所應許的話
 8:24 許、親手~、正如今日一樣。
 8:26 求你~向你僕人我父大衛所應

王下10:10 人以利亞所說的話、都~了。
19:31 耶和華的熱心、必~這事。
20: 9 耶和華必~他所說的、這是他
23: 3 ~這書上所記的約言．眾民都
23:24 ~了祭司希勒家在耶和華殿裏

代上29:19 ~這一切的事、用我所預備的
代下 1: 9 現在求你~向我父大衛所應許

 6: 4 大衛所應許的、也親手~了．
 6:10 現在耶和華~了他所應許的話
 6:15 許、親手~、正如今日一樣。
 6:17 求你~向你僕人大衛所應許的
34:31 律例、~這書上所記的約言．
尼 5:13 凡不~這應許的、願　神照樣
 6: 9 以致工作不能~。　神阿、求
斯 5: 6 就是國的一半、也必為你~。
 7: 2 就是國的一半、也必為你~。
 9:12 你還求甚麼、也必為你~。
伯 5:12 謀、使他們所謀的、不得~。
15:32 他的日期未到之先這事必~、
22:28 必然給你~．亮光也必照耀你
詩20: 4 的賜給你、~你的一切籌算。
20: 5 願耶和華~你一切所求的。
37: 7 和那惡謀~的、心懷不平。
140: 8 不要~他們的計謀、恐怕他們

145:19 他必~他們的心願．也必聽他
148: 8 雪和霧氣、~他命的狂風、
箴13:19 所欲的~、心覺甘甜．遠離惡
16:30 乖僻、嘴唇緊閉的、~邪惡。
傳 8: 6 各樣事務~、都有時候和定理
賽 5:19 趕快~他的作為、使我們看看
 5:19 任以色列聖者所謀畫的臨近~
 7: 7 所謀的必立不住、也不得~。
 9: 7 之耶和華的熱心、必~這事。
10:12 ~他一切工作的時候、主說、
10:13 我所~的事、是靠我手的能力
10:23 地之中、必~所定規的結局。
13: 3 之輩、為要~我怒中所定的。
14:24 必照樣~．我怎樣定意、必照
19:15 與蘆葦、所作之工、都不~。
25: 1 奇妙的事、~你古時所定的。
26:12 作的事、都是你給我們~的。
28:21 ~他的事、就是奇異的事。
37:32 萬軍之耶和華的熱心必~這事
38: 7 我耶和華必~我所說的、我先
38:15 也給我~了．我因心裏的苦楚
41: 4 誰行作~這事、從起初宣召歷
42: 9 先前的事已經~、現在我將新
44:26 我使者的謀算~．論到耶路撒
44:28 必~我所喜悅的、必下令建造
46:10 定、凡我所喜悅的、我必~。
46:11 召那~我籌算的人從遠方來．
46:11 也必~、我已謀定、也必作成
48: 3 示的、我忽然行作、事便~。
55:11 卻要~我所喜悅的、在我發他
55:11 在我發他去~的事上〔發他去
55:11 發他去~或作所命定〕必然亨
耶 1:12 我留意保守我的話、使得~。
23:20 直到他心中所擬定的~了、末
28: 6 願耶和華~你所預言的話、將
28: 9 到話語~的時候、人便知道他
29:10 向你們~我的恩言、使你們仍
30:24 直到他心中所擬定的~了．末
32:24 你所說的話都~了、你也看見
33: 2 ~的是耶和華、造作為要建立
33:14 家和猶大家的恩言、必然~。
39:16 城、到那時必在你面前~了。

44:17 我們定要~我們口中所出的一
哀 2:17 耶和華~了他所定的、應驗了
 3:37 除非主命定、誰能說~成呢。
 4:11 耶和華發怒~他所定的、倒出
結 5:13 我要這樣~怒中所定的．我向
 5:13 我在他們身上~怒中所定的、
 6:12 樣在他們身上~我怒中所定的
 7: 8 向你~我怒中所定的、按你的
12:25 所說的必定~、不再耽延．你
12:25 必趁你們在世的日子~．這是
12:28 我所說的必定~．這是主耶和
13:15 透灰抹牆的人~我怒中所定的
20: 8 埃及地向他們~我怒中所定的
20:21 在曠野向他們~我怒中所定的
20:32 們所起的這心意、萬不能~。
21: 7 必然~．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24:14 必定~、必照話而行、必不返
36:36 地．我耶和華說過、也必~。
36:37 事向我求問、我要給他們~。
37:14 也如此~了．這是耶和華說的
39: 8 也必~、乃是我所說的日子。
但 8:25 他用權術~手中的詭計、心裏
 9:12 ~了警戒我們和審判我們官長
11:17 這計卻不得~、與自己毫無益
11:27 計謀卻不~、因為到了定期、
11:36 畢、因為所定的事、必然~。
珥 2:11 ~他命的、是強盛者．因為耶
亞 6:15 你們　神的話、這事必然~。
太 1:22 這一切的事~、是要應驗主藉
21: 4 這事~、是要應驗先知的話、
21:21 開此地、投在海裏、也必~。
24:34 還沒有過去、這些事都要~。
26:56 但這一切的事~了、為要應驗
可13:29 你們幾時看見這些事~、也該
13:30 還沒有過去、這些事都要~。
14:49 但這事~、為要應驗經上的話
路 1: 1 述說在我們中間所~的事、是
 1:20 能說話、直到這事~的日子。
 1:38 情願照你的話~在我身上。天
 1:49 那有權能的為我~了大事．他
12:50 還沒有~、我是何等的迫切呢
18:31 一切事、都要~在人子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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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1 你們看見這些事漸漸的~、也
21:32 還沒有過去、這些事都要~。
22:16 筵席、直到~在　神的國裏。
22:37 因為那關係我的事、必然~。
22:42 然而不要~我的意思、只要成
22:42 我的意思、只要~你的意思。
24:21 而且這事~、現在已經三天了
約 5:36 因為父交給我要我~的事、就
13:19 如今事情還沒有~、我要先告
13:19 叫你們到事情~的時候、可以
14:13 我必~、叫父因兒子得榮耀。
14:14 若奉我的名求甚麼、我必~。
14:29 現在事情還沒有~、我預先告
14:29 叫你們到事情~的時候、就可
15: 7 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
徒 4:28 ~你手和你意旨所預定必有的
13:29 既~了經上指著他所記的一切
20:24 ~我從主耶穌所領受的職事、
21:14 只說、願主的旨意~便了。
27:25 樣對我說、事情也要怎樣~。
羅 8: 4 ~在我們這不隨從肉體、只隨
林後 4:17 要為我們~極重無比永遠的榮
弗 2:15 一個新人、如此便~了和睦．
 3:20 充充足足的~一切超過我們所
 6:13 並且~了一切、還能站立得住
腓 1:22 若~我工夫的果子、我就不知
 2:13 心裏運行、為要~他的美意。
西 1:20 ~了和平、便藉著他叫萬有、
帖前 5:24 的本是信實的、他必~這事。
帖後 1:11 又用大能~你們一切所羨慕的
雅 1:20 人的怒氣、並不~　神的義。
彼後 3: 9 主所應許的尚未~、有人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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