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於 聖經(108次)

新約(53次)
福音書(11)
歷史書(3)
保羅書信(30)

馬太福音(1) 馬可福音(1) 路加福音(1) 約翰福音(8)
使徒行傳(3)
羅馬書(6) 哥林多前書(3) 哥林多後書(6) 加拉太書(3) 以弗所書(2) 腓立比書(5) 歌羅西書(0) 帖
撒羅尼迦前書(2) 帖撒羅尼迦後書(1) 提摩太前書(0) 提摩太後書(0) 提多書(0) 腓利門書(2)

出於 chū yú

普通書信(9) 希伯來書(1) 雅各書(1) 彼得前書(3) 彼得後書(1) 約翰壹書(3)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0) 猶大
書(0)
啟示錄(0)

律法書(5)
歷史書(11)

預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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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紀(2) 出埃及記(0) 利未記(0) 民數記(3) 申命記(0)
舊約(55次)

以賽亞書(9) 耶利米書(6) 耶利米哀歌(2) 以西結書(2) 但以理書(1)
小先知書(5) 何西阿書(1) 約珥書(0) 阿摩司書(0)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1) 彌迦書(2)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1)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20)
詩歌智慧書(14) 約伯記(6) 詩篇(2) 箴言(2) 傳道書(4) 雅歌(0)

創24:50 這事乃~耶和華、我們不能向
40: 8 解夢不是~　神麼、請你們將
民21:28 有火焰~西宏的城、燒盡摩押
24:17 有星要~雅各、有杖要興於以
24:19 有一位~雅各的、必掌大權、
士14: 4 父母卻不知道這事是~耶和華
撒上 3:18 這是~耶和華、願他憑自己的

24:13 惡事~惡人．我卻不親手加害
撒下 3:37 的兒子押尼珥、並非~王意。
王上12:15 這事乃~耶和華、為要應驗他

12:24 因為這事~我。眾人就聽從耶
代上13: 2 見這事是~耶和華我們的　神

29:12 大力、使人尊大強盛都~你。
代下10:15 這事乃~　神、為要應驗耶和

11: 4 因為這事~我。眾人就聽從耶
拉 6: 4 一層新木頭、經費要~王庫．
伯 1:21 我赤身~母胎、也必赤身歸回
14: 4 誰能使潔淨之物~污穢之中呢
37: 9 暴風~南宮、寒冷出於北方。
37: 9 暴風出於南宮、寒冷~北方。
37:22 金光~北方．在　神那裏有可
38:29 冰~誰的胎、天上的霜、是誰
詩17: 1 留心聽我這不~詭詐嘴唇的祈
39: 9 因我所遭遇的是~你、我就默
箴21:24 慢．他行事狂妄、都~驕傲。
27: 6 朋友加的傷痕~忠誠．仇敵連
傳 2:24 福．我看這也是~　神的手。
 3:20 都是~塵土、也都歸於塵土。
 7:10 呢．你這樣問、不是~智慧。
10: 5 件禍患、似乎~掌權的錯誤、
賽 2: 3 因為訓誨必~錫安、耶和華的
 2: 3 和華的言語、必~耶路撒冷。
28:29 這也是~萬軍之耶和華．他的
29: 4 你的言語必微細~塵埃．你的
29: 4 聲音必像那交鬼者的聲音~地
29: 4 你的言語低低微微~塵埃。
53: 2 像根~乾地．他無佳形美容、
58:12 那些~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
66: 6 有聲音~殿中、是耶和華向仇
耶 9:19 因為聽見哀聲~錫安、說、我
23:15 因為褻瀆的事~耶路撒冷的先
23:16 是~自己的心、不是出於耶和

23:16 己的心、不是~耶和華的口。
46:20 但~北方的毀滅〔毀滅或作牛
48:45 有火焰~西宏的城、燒盡摩押
哀 3:22 是~耶和華諸般的慈愛、是因
 3:38 禍福不都~至高者的口麼。
結 5:13 我耶和華所說的、是~熱心。
24: 8 乃是~我、為要發忿怒施行報
但 4:24 我王的事、是~至高者的命．
何 8: 6 這牛犢~以色列、是匠人所造
拿 2: 9 我必償還。救恩~耶和華。
彌 4: 2 因為訓誨必~錫安、耶和華的
 4: 2 和華的言語、必~耶路撒冷。
哈 2:13 不都是~萬軍之耶和華麼。
太 5:37 就是~那惡者。〔或作是從惡
可 4:28 地生五穀是~自然的．先發苗
路 1:37 因為~　神的話、沒有一句不
約 7:17 就必曉得這教訓或是~　神、
 7:52 你也是~加利利麼．你且去查
 8:42 因為我本是~　神、也是從
 8:44 你們是~你們的父魔鬼、你們
 8:44 他說謊是~自己、因他本來是
 8:47 ~　神的、必聽　神的話．你
 8:47 不聽、因為你們不是~　神。
11:51 他這話不是~自己、是因他本
徒 3:17 是~不知、你們的官長也是如
 5:38 行的、若是~人、必要敗壞．
 5:39 若是~　神、你們就不能敗壞
羅10: 5 人若行那~律法的義、就必因
10: 6 惟有~信心的義如此說、『你
11: 6 既是~恩典、就不在乎行為．
13: 1 因為沒有權柄不是~　神的．
14:23 不是~信心．凡不出於信心的
14:23 信心．凡不~信心的都是罪。

林前10: 4 所喝的是~隨著他們的靈磐石
15:47 頭一個人是~地、乃屬土．第
15:47 乃屬土．第二個人是~天。

林後 3: 5 們所能承擔的、乃是~　神．
 4: 7 是~　神、不是出於我們。
 4: 7 是出於　神、不是~我們。
 5:18 一切都是~　神、他藉著基督
 9: 5 是~樂意、不是出於勉強．
 9: 5 是出於樂意、不是~勉強．

加 1:11 傳的福音、不是~人的意思。
 4:24 一約是~西乃山、生子為奴、
 5: 8 的勸導、不是~那召你們的。
弗 2: 8 這並不是~自己、乃是　神所
 2: 9 也不是~行為、免得有人自誇
腓 1:15 是~嫉妒分爭．也有的是出於
 1:15 嫉妒分爭．也有的是~好意．
 1:16 是~愛心、知道我是為辯明福
 1:17 是~結黨、並不誠實、意思要
 1:28 淪、你們得救、都是~　神。

帖前 2: 3 不是~錯誤、不是出於污穢、
 2: 3 不是~污穢、也不是用詭詐．

帖後 2:10 行各樣~不義的詭詐．因他們
門 1:14 叫你的善行不是~勉強、乃是
 1:14 不是出於勉強、乃是~甘心。
來 2:11 都是~一．所以他稱他們為弟
雅 5:15 ~信心的祈禱、要救那病人、
彼前 5: 2 不是~勉強、乃是出於甘心．

 5: 2 乃是~甘心．也不是因為貪財
 5: 2 不是因為貪財、乃是~樂意。

彼後 1:21 因為預言從來沒有~人意的、
約壹 4: 1 要試驗那些靈是~　神的不是

 4: 2 就是~　神的．從此你們可以
 4: 3 就不是~　神．這是那敵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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