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称为 圣经(127次)

新约(55次)
福音书(29)
历史书(5)
保罗书信(14)

马太福音(10) 马可福音(2) 路加福音(11) 约翰福音(6)
使徒行传(5)
罗马书(5) 哥林多前书(3) 哥林多后书(0) 加拉太书(1) 以弗所书(2) 腓立比书(0) 歌罗西书(1) 帖
撒罗尼迦前书(0) 帖撒罗尼迦后书(1) 提摩太前书(0) 提摩太后书(0) 提多书(1) 腓利门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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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5) 希伯来书(3) 雅各书(1) 彼得前书(0) 彼得后书(0) 约翰壹书(1)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0)
启示录(2)

律法书(4)
历史书(5)

预言书(2)

约书亚记(0) 士师记(0)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2) 撒母耳记下(0) 列王记上(1) 列王记下(0) 历代
志上(0) 历代志下(2)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0)

创世纪(1) 出埃及记(0) 利未记(0) 民数记(0) 申命记(3)
旧约(72次)

以赛亚书(27) 耶利米书(14) 耶利米哀歌(2) 以西结书(2) 但以理书(6)
小先知书(8) 何西阿书(0) 约珥书(0) 阿摩司书(1)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0)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7)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51)
诗歌智慧书(4) 约伯记(1) 诗篇(1) 箴言(2) 传道书(0) 雅歌(0)

创21:12 以撒生的、才要~你的后裔。
申 3: 9 西顿人~西连、亚摩利人称为
 3: 9 西连、亚摩利人~示尼珥。）
25:10 列中、他的名必~脱鞋之家。

撒上 9: 9 现在~先知的、从前称为先见
 9: 9 在称为先知的、从前~先见）

王上 8:43 建造的这殿、是~你名下的。
代下 6:33 建造的这殿、是~你名下的。

 7:14 这~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
伯11: 2 多嘴多舌的人、岂可~义么。
诗93: 5 你的殿永~圣、是合宜的。
箴16:21 必~通达人．嘴中的甜言、加
24: 8 设计作恶的、必~奸人。
赛 1:26 你必~公义之城、忠信之邑。
 4: 3 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圣。
 9: 6 他名~奇妙、策士、全能的
19:18 起誓．有一城、必~灭亡城。
32: 5 愚顽人不再~高明、吝啬人不
32: 5 为高明、吝啬人不再~大方。
35: 8 ~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
43: 7 就是凡~我名下的人、是我为
45:25 都必因耶和华得~义、并要夸
47: 1 因为你不再~柔弱娇嫩的。
47: 5 因为你不再~列国的主母。
48: 1 ~以色列名下、从犹大水源出
48: 8 自从出胎以来、便~悖逆的。
53:11 因认识我的义仆得~义．并且
54: 5 的圣者．他必~全地之　神。
56: 7 因我的殿必~万民祷告的殿。
58: 5 你这可~禁食为耶和华所悦纳
58:12 你必~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
61: 3 使他们~公义树、是耶和华所
61: 6 你们倒要~耶和华的祭司．人
62: 4 你必不再~撇弃的、你的地也
62: 4 你的地也不再~荒凉的、你却
62: 4 你却要~我所喜悦的、你的地
62: 4 你的地也必~有夫之妇．因为
62:12 你也必~被眷顾不撇弃的城。
63:16 以来、你名~我们的救赎主。
65: 1 没有~我名下的、我对他们说
耶 7:10 且来到这~我名下的殿、在我
 7:11 这~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

 7:30 憎之物设立在~我名下的殿中
 7:32 这地方不再~陀斐特和欣嫩子
 7:32 反倒~杀戮谷．因为要在陀斐
14: 9 我们也~你名下的人．求你不
15:16 快乐．因我是~你名下的人。
19: 6 这地方不再~陀斐特、和欣嫩
19: 6 和欣嫩子谷、反倒~杀戮谷。
23: 6 他的名必~耶和华我们的义。
25:29 我既从~我名下的城起首施行
32:34 设立在~我名下的殿中、污秽
33:16 他的名必~耶和华我们的义。
34:15 并且在~我名下的殿中、在我
哀 2:15 难道人所~全美的．称为全地
 2:15 ~全地所喜悦的、就是这城么
结43:12 要~至圣．这就是殿的法则。
48:35 的名字、必~耶和华的所在。
但 2:26 王问~伯提沙撒的但以理说、
 4: 8 ~伯提沙撒的但以理、来到我
 4:19 于是~伯提沙撒的但以理、惊
 9:18 和~你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
 9:19 城和这民、都是~你名下的。
10: 1 有事显给~伯提沙撒的但以理
摩 9:12 所余剩的和所有~我名下的国
亚 6:12 那名~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
 8: 3 耶路撒冷必~诚实的城．万军
 8: 3 万军之耶和华的山必~圣山。
11: 7 一根我~荣美、一根我称为联
11: 7 一根我~联索．这样、我牧养
11:10 我折断那~荣美的杖、表明我
11:14 我又折断~联索的那根杖、表
太 1:16 那~基督的耶稣、是从马利亚
 2:23 说、他将~拿撒勒人的话了。
 5: 9 因为他们必~　神的儿子。
 5:19 他在天国要~最小的．但无论
 5:19 人遵行、他在天国要~大的。
21:13 我的殿必~祷告的殿．你们倒
26: 3 聚集在大祭司~该亚法的院里
26:14 有一个~加略人犹大的、去见
27:17 拉巴呢、是~基督的耶稣呢。
27:22 那~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
可11:17 我的殿必~万国祷告的殿』么
15:12 那么样你们所~犹太人的王、

路 1:32 ~至高者的儿子．主　神要把
 1:35 必~　神的儿子。〔或作所要
 1:35 作所要生的必~圣称为　神的
 1:35 要生的必称为圣~　神的儿子
 1:36 就是那素来~不生育的、现在
 1:76 你要~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
 8: 2 内中有~抹大拉的马利亚、曾
15:19 我不配~你的儿子、把我当作
15:21 今以后、我不配~你的儿子。
22: 3 撒但入了那~加略人犹大的心
22:25 们．那掌权管他们的~恩主．
约 1:42 你要~矶法．（矶法翻出来、
 4:25 就是那~基督的）要来．他来
10:35 受　神道的人、尚且~　神、
11:16 又~低土马、就对那同作门徒
20:24 有~低土马的多马．耶稣来的
21: 2 有西门彼得和~低土马的多马
徒 3:11 那人正在~所罗门的廊下、拉
 8:10 这人就是那~　神的大能者。
11:26 门徒~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
15:17 就是凡~我名下的外邦人、都
24:14 就是他们所~异端的道、我正
罗 2:17 你~犹太人、又倚靠律法、且
 8:30 所~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9: 7 撒生的、才要~你的后裔。』
 9:25 我要~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
 9:25 不是蒙爱的、我要~蒙爱的。

林前 5:11 若有~弟兄、是行淫乱的、或
 8: 5 虽有~　神的、或在天、或在
15: 9 不配~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
加 2: 9 那~教会柱石的雅各、矶法、
弗 2:11 是~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
 2:11 人手在肉身上~受割礼之人所
西 4:11 耶数又~犹士都、也问你们安
帖后 2: 4 超过一切~　神的、和一切受
多 3: 7 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义、可
来11:16 所以　神被~他们的　神、并
11:18 从以撒生的才要~你的后裔．
11:24 长大了就不肯~法老女儿之子
雅 2:23 义。』他又得~　神的朋友。
约壹 3: 1 使我们得~　神的儿女．我们
启19:11 ~诚信真实．他审判争战都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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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 的衣服．他的名~　神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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