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于 圣经(108次)

新约(53次)
福音书(11)
历史书(3)
保罗书信(30)

马太福音(1) 马可福音(1) 路加福音(1) 约翰福音(8)
使徒行传(3)
罗马书(6) 哥林多前书(3) 哥林多后书(6) 加拉太书(3) 以弗所书(2) 腓立比书(5) 歌罗西书(0) 帖
撒罗尼迦前书(2) 帖撒罗尼迦后书(1) 提摩太前书(0) 提摩太后书(0) 提多书(0) 腓利门书(2)

出于 chū yú

普通书信(9) 希伯来书(1) 雅各书(1) 彼得前书(3) 彼得后书(1) 约翰壹书(3)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0)
启示录(0)

律法书(5)
历史书(11)

预言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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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2) 出埃及记(0) 利未记(0) 民数记(3) 申命记(0)
旧约(55次)

以赛亚书(9) 耶利米书(6) 耶利米哀歌(2) 以西结书(2) 但以理书(1)
小先知书(5) 何西阿书(1) 约珥书(0) 阿摩司书(0)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1) 弥迦书(2)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1)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20)
诗歌智慧书(14) 约伯记(6) 诗篇(2) 箴言(2) 传道书(4) 雅歌(0)

创24:50 这事乃~耶和华、我们不能向
40: 8 解梦不是~　神么、请你们将
民21:28 有火焰~西宏的城、烧尽摩押
24:17 有星要~雅各、有杖要兴于以
24:19 有一位~雅各的、必掌大权、
士14: 4 父母却不知道这事是~耶和华
撒上 3:18 这是~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

24:13 恶事~恶人．我却不亲手加害
撒下 3:37 的儿子押尼珥、并非~王意。
王上12:15 这事乃~耶和华、为要应验他

12:24 因为这事~我。众人就听从耶
代上13: 2 见这事是~耶和华我们的　神

29:12 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你。
代下10:15 这事乃~　神、为要应验耶和

11: 4 因为这事~我。众人就听从耶
拉 6: 4 一层新木头、经费要~王库．
伯 1:21 我赤身~母胎、也必赤身归回
14: 4 谁能使洁净之物~污秽之中呢
37: 9 暴风~南宫、寒冷出于北方。
37: 9 暴风出于南宫、寒冷~北方。
37:22 金光~北方．在　神那里有可
38:29 冰~谁的胎、天上的霜、是谁
诗17: 1 留心听我这不~诡诈嘴唇的祈
39: 9 因我所遭遇的是~你、我就默
箴21:24 慢．他行事狂妄、都~骄傲。
27: 6 朋友加的伤痕~忠诚．仇敌连
传 2:24 福．我看这也是~　神的手。
 3:20 都是~尘土、也都归于尘土。
 7:10 呢．你这样问、不是~智慧。
10: 5 件祸患、似乎~掌权的错误、
赛 2: 3 因为训诲必~锡安、耶和华的
 2: 3 和华的言语、必~耶路撒冷。
28:29 这也是~万军之耶和华．他的
29: 4 你的言语必微细~尘埃．你的
29: 4 声音必像那交鬼者的声音~地
29: 4 你的言语低低微微~尘埃。
53: 2 像根~干地．他无佳形美容、
58:12 那些~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
66: 6 有声音~殿中、是耶和华向仇
耶 9:19 因为听见哀声~锡安、说、我
23:15 因为亵渎的事~耶路撒冷的先
23:16 是~自己的心、不是出于耶和

23:16 己的心、不是~耶和华的口。
46:20 但~北方的毁灭〔毁灭或作牛
48:45 有火焰~西宏的城、烧尽摩押
哀 3:22 是~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
 3:38 祸福不都~至高者的口么。
结 5:13 我耶和华所说的、是~热心。
24: 8 乃是~我、为要发忿怒施行报
但 4:24 我王的事、是~至高者的命．
何 8: 6 这牛犊~以色列、是匠人所造
拿 2: 9 我必偿还。救恩~耶和华。
弥 4: 2 因为训诲必~锡安、耶和华的
 4: 2 和华的言语、必~耶路撒冷。
哈 2:13 不都是~万军之耶和华么。
太 5:37 就是~那恶者。〔或作是从恶
可 4:28 地生五谷是~自然的．先发苗
路 1:37 因为~　神的话、没有一句不
约 7:17 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　神、
 7:52 你也是~加利利么．你且去查
 8:42 因为我本是~　神、也是从
 8:44 你们是~你们的父魔鬼、你们
 8:44 他说谎是~自己、因他本来是
 8:47 ~　神的、必听　神的话．你
 8:47 不听、因为你们不是~　神。
11:51 他这话不是~自己、是因他本
徒 3:17 是~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
 5:38 行的、若是~人、必要败坏．
 5:39 若是~　神、你们就不能败坏
罗10: 5 人若行那~律法的义、就必因
10: 6 惟有~信心的义如此说、『你
11: 6 既是~恩典、就不在乎行为．
13: 1 因为没有权柄不是~　神的．
14:23 不是~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
14:23 信心．凡不~信心的都是罪。

林前10: 4 所喝的是~随着他们的灵磐石
15:47 头一个人是~地、乃属土．第
15:47 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天。

林后 3: 5 们所能承担的、乃是~　神．
 4: 7 是~　神、不是出于我们。
 4: 7 是出于　神、不是~我们。
 5:18 一切都是~　神、他借着基督
 9: 5 是~乐意、不是出于勉强．
 9: 5 是出于乐意、不是~勉强．

加 1:11 传的福音、不是~人的意思。
 4:24 一约是~西乃山、生子为奴、
 5: 8 的劝导、不是~那召你们的。
弗 2: 8 这并不是~自己、乃是　神所
 2: 9 也不是~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腓 1:15 是~嫉妒分争．也有的是出于
 1:15 嫉妒分争．也有的是~好意．
 1:16 是~爱心、知道我是为辩明福
 1:17 是~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
 1:28 沦、你们得救、都是~　神。

帖前 2: 3 不是~错误、不是出于污秽、
 2: 3 不是~污秽、也不是用诡诈．

帖后 2:10 行各样~不义的诡诈．因他们
门 1:14 叫你的善行不是~勉强、乃是
 1:14 不是出于勉强、乃是~甘心。
来 2:11 都是~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
雅 5:15 ~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
彼前 5: 2 不是~勉强、乃是出于甘心．

 5: 2 乃是~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
 5: 2 不是因为贪财、乃是~乐意。

彼后 1:21 因为预言从来没有~人意的、
约壹 4: 1 要试验那些灵是~　神的不是

 4: 2 就是~　神的．从此你们可以
 4: 3 就不是~　神．这是那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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