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充满 圣经(115次)

新约(33次)
福音书(9)
历史书(14)
保罗书信(9)

马太福音(2)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6) 约翰福音(1)
使徒行传(14)
罗马书(1) 哥林多前书(1) 哥林多后书(0) 加拉太书(0) 以弗所书(6) 腓立比书(0) 歌罗西书(0) 帖
撒罗尼迦前书(1) 帖撒罗尼迦后书(0) 提摩太前书(0) 提摩太后书(0)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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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0) 希伯来书(0) 雅各书(0) 彼得前书(0) 彼得后书(0) 约翰壹书(0)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0)
启示录(1)

律法书(9)
历史书(12)

预言书(1)

约书亚记(0) 士师记(1)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0) 撒母耳记下(0) 列王记上(2) 列王记下(3) 历代
志上(1) 历代志下(4)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1) 以斯帖记(0)

创世纪(1) 出埃及记(5) 利未记(0) 民数记(1) 申命记(2)
旧约(82次)

以赛亚书(10) 耶利米书(8)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结书(12) 但以理书(1)
小先知书(7) 何西阿书(0) 约珥书(0) 阿摩司书(0)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0) 那鸿书(3) 哈巴谷

书(3) 西番雅书(1)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32)
诗歌智慧书(22) 约伯记(6) 诗篇(9) 箴言(6) 传道书(1) 雅歌(0)

创 1:22 ~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
出28: 3 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的、给
31: 3 我也以我的灵~了他、使他有
35:31 又以　神的灵~了他、使他有
40:34 耶和华的荣光就~了帐幕。
40:35 且耶和华的荣光、~了帐幕。
民14:21 起誓、遍地要被我的荣耀~。
申33:16 得地和其中所~的宝物、并住
34: 9 就被智慧的灵~、以色列人便
士16:27 那时房内~男女．非利士人的
王上 8:10 的时候、有云~耶和华的殿．

 8:11 因为耶和华的荣光~了殿。
王下21:16 ~了耶路撒冷、从这边直到那

23:14 偶、将人的骨头~了那地方。
24: 4 ~了耶路撒冷．耶和华决不肯

代上16:32 愿海和其中所~的澎湃．愿田
代下 5:13 存．那时耶和华的殿有云~、

 5:14 为耶和华的荣光~了　神的殿
 7: 1 的祭．耶和华的荣光~了殿．
 7: 2 因耶和华的荣光~了耶和华殿
尼 9:25 ~各样美物的房屋、凿成的水
伯 8:21 他还要以喜笑~你的口、以欢
 8:21 满你的口、以欢呼~你的嘴。
15: 2 知识回答、用东风~肚腹呢。
20:23 他正要~肚腹的时候、　神必
21:24 他的奶桶~、他的骨髓滋润。
22:18 那知　神以美物~他们的房屋
诗17:14 你把你的财宝~他们的肚腹．
24: 1 地和其中所~的、世界、和住
50:12 和其中所~的、都是我的。
72:19 荣耀、~全地。阿们、阿们。
81:10 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
89:11 世界和其中所~的、都为你所
96:11 乐．愿海和其中所~的澎湃．
98: 7 愿海和其中所~的澎湃．世界
127: 5 箭袋~的人、便为有福．他们
箴 1:31 自结的果子、~自设的计谋。
 3:10 必~有余、你的酒醡、有新酒
 8:21 承受货财、并~他们的府库。
18:20 必~肚腹．他嘴所出的、必使
20:17 但后来他的口、必~尘沙。
24: 4 其中因知识~各样美好宝贵的

传 9: 3 ~了恶．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
赛 1:21 从前~了公平、公义居在其中
 2: 6 是因他们~了东方的风俗、作
 6: 3 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全地。
 6: 4 槛的根基震动、殿~了烟云。
11: 9 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遍地
11: 9 满遍地、好像水~洋海一般。
15: 9 底们的水~了血．我还要加增
27: 6 花．他们的果实、必~世界。
33: 5 高处．他以公平公义~锡安。
34: 1 地和其上所~的、世界和其中
耶 5:27 也照样~诡诈．所以他们得成
 6:11 因此我被耶和华的忿怒~、难
16:18 又用可厌之物、~我的产业。
23:24 耶和华说、我岂不~天地么。
33: 5 正是拿死尸~这房屋、就是我
51: 5 虽然境内~违背以色列圣者的
51:14 我必使敌人~你、像蚂蚱一样
51:34 用我的美物~他的肚腹、又将
哀 3:15 他用苦楚~我、使我饱用茵蔯
结 3: 3 ~你的肚腹．我就吃了、口中
 7:23 流血的罪、城邑~强暴的事。
 9: 7 使院中~被杀的人、你们出去
10: 3 在殿的右边．云彩~了内院。
10: 4 院宇也被耶和华荣耀的光辉~
11: 6 人增多、使被杀的人~街道。
28:16 就被强暴的事~、以致犯罪、
32: 6 地、漫过山顶、河道都必~。
32:15 这地缺少从前所~的、又击杀
36:38 荒凉的城邑必被人群~．他们
43: 5 不料、耶和华的荣光~了殿。
44: 4 见耶和华的荣光~耶和华的殿
但 2:35 头、变成一座大山、~天下。
鸿 2: 8 尼尼微自古以来~人民、如同
 2:12 把撕碎的掐死的~它的洞穴。
 3: 1 ~谎诈和强暴抢夺的事总不止
哈 2:14 要~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
 2:14 满遍地、好像水~洋海一般。
 3: 3 荣光遮蔽诸天、颂赞~大地。
番 1: 9 和诡诈得来之物~主人房屋的
太12:34 因为心里所~的、口里就说出
23:32 你们去~你们祖宗的恶贯吧。

路 1:15 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了。
 1:41 跳动、以利沙伯且被圣灵~．
 1:67 亚、被圣灵~了、就预言说、
 2:40 ~智慧．又有　神的恩在他身
 4: 1 耶稣被圣灵~、从约但河回来
 6:45 因为心里所~的、口里就说出
约17:13 是叫他们心里~我的喜乐。
徒 2: 2 吹过、~了他们所坐的屋子。
 2: 4 他们就都被圣灵~、按着圣灵
 4: 8 彼得被圣灵~、对他们说、
 4:31 他们就都被圣灵~、放胆讲论
 5: 3 拿尼亚为什么撒但~了你的心
 5:28 倒把你们的道理~了耶路撒冷
 6: 3 被圣灵~、智慧充足的人、我
 6: 5 圣灵~的人、又拣选腓利、伯
 7:55 但司提反被圣灵~、定睛望天
 9:17 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
11:24 被圣灵~、大有信心．于是有
13: 9 保罗、被圣灵~、定睛看他、
13:10 你这~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
13:52 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
罗15:13 ~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
林前10:26 因为地和其中所~的、都属乎
弗 1:23 体、是那~万有者所充满的。
 1:23 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的。
 3:19 便叫　神一切所~的、充满了
 3:19 神一切所充满的、~了你们。
 4:10 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万有的
 5:18 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

帖前 2:16 常常~自己的罪恶．　神的忿
启15: 8 殿中~了烟．于是没有人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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