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稱為 聖經(127次)

新約(55次)
福音書(29)
歷史書(5)
保羅書信(14)

馬太福音(10) 馬可福音(2) 路加福音(11) 約翰福音(6)
使徒行傳(5)
羅馬書(5) 哥林多前書(3) 哥林多後書(0) 加拉太書(1) 以弗所書(2) 腓立比書(0) 歌羅西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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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腓利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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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5) 希伯來書(3) 雅各書(1) 彼得前書(0) 彼得後書(0) 約翰壹書(1)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0) 猶大
書(0)
啟示錄(2)

律法書(4)
歷史書(5)

預言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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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紀(1) 出埃及記(0) 利未記(0) 民數記(0) 申命記(3)
舊約(72次)

以賽亞書(27) 耶利米書(14) 耶利米哀歌(2) 以西結書(2) 但以理書(6)
小先知書(8) 何西阿書(0) 約珥書(0) 阿摩司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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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51)
詩歌智慧書(4) 約伯記(1) 詩篇(1) 箴言(2) 傳道書(0) 雅歌(0)

創21:12 以撒生的、才要~你的後裔。
申 3: 9 西頓人~西連、亞摩利人稱為
 3: 9 西連、亞摩利人~示尼珥。）
25:10 列中、他的名必~脫鞋之家。

撒上 9: 9 現在~先知的、從前稱為先見
 9: 9 在稱為先知的、從前~先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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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4 這~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
伯11: 2 多嘴多舌的人、豈可~義麼。
詩93: 5 你的殿永~聖、是合宜的。
箴16:21 必~通達人．嘴中的甜言、加
24: 8 設計作惡的、必~奸人。
賽 1:26 你必~公義之城、忠信之邑。
 4: 3 在生命冊上記名的、必~聖。
 9: 6 他名~奇妙、策士、全能的
19:18 起誓．有一城、必~滅亡城。
32: 5 愚頑人不再~高明、吝嗇人不
32: 5 為高明、吝嗇人不再~大方。
35: 8 ~聖路．污穢人不得經過、必
43: 7 就是凡~我名下的人、是我為
45:25 都必因耶和華得~義、並要誇
47: 1 因為你不再~柔弱嬌嫩的。
47: 5 因為你不再~列國的主母。
48: 1 ~以色列名下、從猶大水源出
48: 8 自從出胎以來、便~悖逆的。
53:11 因認識我的義僕得~義．並且
54: 5 的聖者．他必~全地之　神。
56: 7 因我的殿必~萬民禱告的殿。
58: 5 你這可~禁食為耶和華所悅納
58:12 你必~補破口的、和重修路徑
61: 3 使他們~公義樹、是耶和華所
61: 6 你們倒要~耶和華的祭司．人
62: 4 你必不再~撇棄的、你的地也
62: 4 你的地也不再~荒涼的、你卻
62: 4 你卻要~我所喜悅的、你的地
62: 4 你的地也必~有夫之婦．因為
62:12 你也必~被眷顧不撇棄的城。
63:16 以來、你名~我們的救贖主。
65: 1 沒有~我名下的、我對他們說
耶 7:10 且來到這~我名下的殿、在我
 7:11 這~我名下的殿、在你們眼中

 7:30 憎之物設立在~我名下的殿中
 7:32 這地方不再~陀斐特和欣嫩子
 7:32 反倒~殺戮谷．因為要在陀斐
14: 9 我們也~你名下的人．求你不
15:16 快樂．因我是~你名下的人。
19: 6 這地方不再~陀斐特、和欣嫩
19: 6 和欣嫩子谷、反倒~殺戮谷。
23: 6 他的名必~耶和華我們的義。
25:29 我既從~我名下的城起首施行
32:34 設立在~我名下的殿中、污穢
33:16 他的名必~耶和華我們的義。
34:15 並且在~我名下的殿中、在我
哀 2:15 難道人所~全美的．稱為全地
 2:15 ~全地所喜悅的、就是這城麼
結43:12 要~至聖．這就是殿的法則。
48:35 的名字、必~耶和華的所在。
但 2:26 王問~伯提沙撒的但以理說、
 4: 8 ~伯提沙撒的但以理、來到我
 4:19 於是~伯提沙撒的但以理、驚
 9:18 和~你名下的城．我們在你面
 9:19 城和這民、都是~你名下的。
10: 1 有事顯給~伯提沙撒的但以理
摩 9:12 所餘剩的和所有~我名下的國
亞 6:12 那名~大衛苗裔的、他要在本
 8: 3 耶路撒冷必~誠實的城．萬軍
 8: 3 萬軍之耶和華的山必~聖山。
11: 7 一根我~榮美、一根我稱為聯
11: 7 一根我~聯索．這樣、我牧養
11:10 我折斷那~榮美的杖、表明我
11:14 我又折斷~聯索的那根杖、表
太 1:16 那~基督的耶穌、是從馬利亞
 2:23 說、他將~拿撒勒人的話了。
 5: 9 因為他們必~　神的兒子。
 5:19 他在天國要~最小的．但無論
 5:19 人遵行、他在天國要~大的。
21:13 我的殿必~禱告的殿．你們倒
26: 3 聚集在大祭司~該亞法的院裏
26:14 有一個~加略人猶大的、去見
27:17 拉巴呢、是~基督的耶穌呢。
27:22 那~基督的耶穌、我怎麼辦他
可11:17 我的殿必~萬國禱告的殿』麼
15:12 那麼樣你們所~猶太人的王、

路 1:32 ~至高者的兒子．主　神要把
 1:35 必~　神的兒子。〔或作所要
 1:35 作所要生的必~聖稱為　神的
 1:35 要生的必稱為聖~　神的兒子
 1:36 就是那素來~不生育的、現在
 1:76 你要~至高者的先知．因為你
 8: 2 內中有~抹大拉的馬利亞、曾
15:19 我不配~你的兒子、把我當作
15:21 今以後、我不配~你的兒子。
22: 3 撒但入了那~加略人猶大的心
22:25 們．那掌權管他們的~恩主．
約 1:42 你要~磯法．（磯法翻出來、
 4:25 就是那~基督的）要來．他來
10:35 受　神道的人、尚且~　神、
11:16 又~低土馬、就對那同作門徒
20:24 有~低土馬的多馬．耶穌來的
21: 2 有西門彼得和~低土馬的多馬
徒 3:11 那人正在~所羅門的廊下、拉
 8:10 這人就是那~　神的大能者。
11:26 門徒~基督徒、是從安提阿起
15:17 就是凡~我名下的外邦人、都
24:14 就是他們所~異端的道、我正
羅 2:17 你~猶太人、又倚靠律法、且
 8:30 所~義的人、又叫他們得榮耀
 9: 7 撒生的、才要~你的後裔。』
 9:25 我要~我的子民．本來不是蒙
 9:25 不是蒙愛的、我要~蒙愛的。

林前 5:11 若有~弟兄、是行淫亂的、或
 8: 5 雖有~　神的、或在天、或在
15: 9 不配~使徒、因為我從前逼迫
加 2: 9 那~教會柱石的雅各、磯法、
弗 2:11 是~沒受割禮的這名原是那些
 2:11 人手在肉身上~受割禮之人所
西 4:11 耶數又~猶士都、也問你們安
帖後 2: 4 超過一切~　神的、和一切受
多 3: 7 好叫我們因他的恩得~義、可
來11:16 所以　神被~他們的　神、並
11:18 從以撒生的才要~你的後裔．
11:24 長大了就不肯~法老女兒之子
雅 2:23 義。』他又得~　神的朋友。
約壹 3: 1 使我們得~　神的兒女．我們
啟19:11 ~誠信真實．他審判爭戰都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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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 的衣服．他的名~　神之道。

aBibleTool v0.94.2008.10 2 稱為 chēng wéi

http://www.abibletoo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