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充滿 聖經(115次)

新約(33次)
福音書(9)
歷史書(14)
保羅書信(9)

馬太福音(2)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6) 約翰福音(1)
使徒行傳(14)
羅馬書(1) 哥林多前書(1) 哥林多後書(0) 加拉太書(0) 以弗所書(6) 腓立比書(0) 歌羅西書(0) 帖
撒羅尼迦前書(1) 帖撒羅尼迦後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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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希伯來書(0) 雅各書(0) 彼得前書(0) 彼得後書(0) 約翰壹書(0)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0) 猶大
書(0)
啟示錄(1)

律法書(9)
歷史書(12)

預言書(1)

約書亞記(0) 士師記(1)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0) 撒母耳記下(0) 列王記上(2) 列王記下(3) 歷代
志上(1) 歷代志下(4)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1) 以斯帖記(0)

創世紀(1) 出埃及記(5) 利未記(0) 民數記(1) 申命記(2)
舊約(82次)

以賽亞書(10) 耶利米書(8)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結書(12) 但以理書(1)
小先知書(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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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那鴻書(3) 哈巴穀

書(3) 西番雅書(1)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32)
詩歌智慧書(22) 約伯記(6) 詩篇(9) 箴言(6) 傳道書(1) 雅歌(0)

創 1:22 ~海中的水．雀鳥也要多生在
出28: 3 就是我用智慧的靈所~的、給
31: 3 我也以我的靈~了他、使他有
35:31 又以　神的靈~了他、使他有
40:34 耶和華的榮光就~了帳幕。
40:35 且耶和華的榮光、~了帳幕。
民14:21 起誓、遍地要被我的榮耀~。
申33:16 得地和其中所~的寶物、並住
34: 9 就被智慧的靈~、以色列人便
士16:27 那時房內~男女．非利士人的
王上 8:10 的時候、有雲~耶和華的殿．

 8:11 因為耶和華的榮光~了殿。
王下21:16 ~了耶路撒冷、從這邊直到那

23:14 偶、將人的骨頭~了那地方。
24: 4 ~了耶路撒冷．耶和華決不肯

代上16:32 願海和其中所~的澎湃．願田
代下 5:13 存．那時耶和華的殿有雲~、

 5:14 為耶和華的榮光~了　神的殿
 7: 1 的祭．耶和華的榮光~了殿．
 7: 2 因耶和華的榮光~了耶和華殿
尼 9:25 ~各樣美物的房屋、鑿成的水
伯 8:21 他還要以喜笑~你的口、以歡
 8:21 滿你的口、以歡呼~你的嘴。
15: 2 知識回答、用東風~肚腹呢。
20:23 他正要~肚腹的時候、　神必
21:24 他的奶桶~、他的骨髓滋潤。
22:18 那知　神以美物~他們的房屋
詩17:14 你把你的財寶~他們的肚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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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耀、~全地。阿們、阿們。
81:10 你要大大張口、我就給你~。
89:11 世界和其中所~的、都為你所
96:11 樂．願海和其中所~的澎湃．
98: 7 願海和其中所~的澎湃．世界
127: 5 箭袋~的人、便為有福．他們
箴 1:31 自結的果子、~自設的計謀。
 3:10 必~有餘、你的酒醡、有新酒
 8:21 承受貨財、並~他們的府庫。
18:20 必~肚腹．他嘴所出的、必使
20:17 但後來他的口、必~塵沙。
24: 4 其中因知識~各樣美好寶貴的

傳 9: 3 ~了惡．活著的時候心裏狂妄
賽 1:21 從前~了公平、公義居在其中
 2: 6 是因他們~了東方的風俗、作
 6: 3 之耶和華．他的榮光~全地。
 6: 4 檻的根基震動、殿~了煙雲。
11: 9 為認識耶和華的知識要~遍地
11: 9 滿遍地、好像水~洋海一般。
15: 9 底們的水~了血．我還要加增
27: 6 花．他們的果實、必~世界。
33: 5 高處．他以公平公義~錫安。
34: 1 地和其上所~的、世界和其中
耶 5:27 也照樣~詭詐．所以他們得成
 6:11 因此我被耶和華的忿怒~、難
16:18 又用可厭之物、~我的產業。
23:24 耶和華說、我豈不~天地麼。
33: 5 正是拿死屍~這房屋、就是我
51: 5 雖然境內~違背以色列聖者的
51:14 我必使敵人~你、像螞蚱一樣
51:34 用我的美物~他的肚腹、又將
哀 3:15 他用苦楚~我、使我飽用茵蔯
結 3: 3 ~你的肚腹．我就吃了、口中
 7:23 流血的罪、城邑~強暴的事。
 9: 7 使院中~被殺的人、你們出去
10: 3 在殿的右邊．雲彩~了內院。
10: 4 院宇也被耶和華榮耀的光輝~
11: 6 人增多、使被殺的人~街道。
28:16 就被強暴的事~、以致犯罪、
32: 6 地、漫過山頂、河道都必~。
32:15 這地缺少從前所~的、又擊殺
36:38 荒涼的城邑必被人群~．他們
43: 5 不料、耶和華的榮光~了殿。
44: 4 見耶和華的榮光~耶和華的殿
但 2:35 頭、變成一座大山、~天下。
鴻 2: 8 尼尼微自古以來~人民、如同
 2:12 把撕碎的掐死的~牠的洞穴。
 3: 1 ~謊詐和強暴搶奪的事總不止
哈 2:14 要~遍地、好像水充滿洋海一
 2:14 滿遍地、好像水~洋海一般。
 3: 3 榮光遮蔽諸天、頌讚~大地。
番 1: 9 和詭詐得來之物~主人房屋的
太12:34 因為心裏所~的、口裏就說出
23:32 你們去~你們祖宗的惡貫吧。

路 1:15 喝、從母腹裏就被聖靈~了。
 1:41 跳動、以利沙伯且被聖靈~．
 1:67 亞、被聖靈~了、就預言說、
 2:40 ~智慧．又有　神的恩在他身
 4: 1 耶穌被聖靈~、從約但河回來
 6:45 因為心裏所~的、口裏就說出
約17:13 是叫他們心裏~我的喜樂。
徒 2: 2 吹過、~了他們所坐的屋子。
 2: 4 他們就都被聖靈~、按著聖靈
 4: 8 彼得被聖靈~、對他們說、
 4:31 他們就都被聖靈~、放膽講論
 5: 3 拿尼亞為甚麼撒但~了你的心
 5:28 倒把你們的道理~了耶路撒冷
 6: 3 被聖靈~、智慧充足的人、我
 6: 5 聖靈~的人、又揀選腓利、伯
 7:55 但司提反被聖靈~、定睛望天
 9:17 叫你能看見、又被聖靈~。
11:24 被聖靈~、大有信心．於是有
13: 9 保羅、被聖靈~、定睛看他、
13:10 你這~各樣詭詐奸惡、魔鬼的
13:52 門徒滿心喜樂、又被聖靈~。
羅15:13 ~你們的心、使你們藉著聖靈
林前10:26 因為地和其中所~的、都屬乎
弗 1:23 體、是那~萬有者所充滿的。
 1:23 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的。
 3:19 便叫　神一切所~的、充滿了
 3:19 神一切所充滿的、~了你們。
 4:10 就是遠升諸天之上要~萬有的
 5:18 能使人放蕩、乃要被聖靈~。

帖前 2:16 常常~自己的罪惡．　神的忿
啟15: 8 殿中~了煙．於是沒有人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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