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作 聖經(98次)

新約(43次)
福音書(17)
歷史書(5)
保羅書信(17)

馬太福音(2) 馬可福音(5) 路加福音(6) 約翰福音(4)
使徒行傳(5)
羅馬書(2) 哥林多前書(3) 哥林多後書(1) 加拉太書(1) 以弗所書(5) 腓立比書(3) 歌羅西書(0) 帖
撒羅尼迦前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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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希伯來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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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律法書(29)
歷史書(5)

預言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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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紀(2) 出埃及記(6) 利未記(9) 民數記(12) 申命記(0)
舊約(55次)

以賽亞書(5) 耶利米書(5)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結書(3)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2) 何西阿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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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1)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14)
詩歌智慧書(5) 約伯記(0) 詩篇(3) 箴言(1) 傳道書(1) 雅歌(0)

創31:15 我們不是被他~外人麼．因為
42:30 把我們~窺探那地的奸細。
出 4:16 你要以他~口、他要以你當作
 4:16 他當作口、他要以你~　神。
 5:12 散在埃及遍地、撿碎稓~草。
18:20 指示他們當行的道、~的事。
22:13 看守的要帶來~證據、所撕的
36: 7 夠作一切~的物、而且有餘。
利 1: 9 ~燔祭、獻與耶和華為馨香的
 2:11 一點蜜、~火祭獻給耶和華。
 2:14 新穗子、~初熟之物的素祭．
 9:21 亞倫~搖祭、在耶和華面前搖
10:15 ~永得的分．都是照耶和華所
13:51 這皮子無論~何用、這災病是
23:17 ~初熟之物、獻給耶和華。
25:10 第五十年你們要~聖年、在遍
25:12 你們要~聖年．吃地中自出的
民 8:11 為以色列人~搖祭、使他們好
 8:13 將他們~搖祭奉給耶和華。
 8:15 淨他們、將他們~搖祭奉上．
 8:19 將利未人~賞賜給亞倫和他的
 8:21 亞倫將他們~搖祭奉到耶和華
10:31 安營、你可以~我們的眼目。
18: 7 我將祭司的職任給你們~賞賜
18: 8 你和你的子孫、~永得的分。
18:11 ~永得的分、凡在你家中的潔
18:17 ~馨香的火祭獻給耶和華。
18:19 ~永得的分、這是給你和你的
31: 9 有的財物都奪了來、~擄物。
得 3: 4 那裏、他必告訴你所~的事。
撒上18:22 喜愛你、所以你~王的女婿。
代下 8:14 在祭司面前作每日所~的、又

13: 8 波安為你們所造~神的金牛犢
23: 3 王的兒子必~王、正如耶和華
詩44:11 你使我們~快要被吃的羊、把
132:13 了錫安、願意~自己的居所、
149: 4 他要用救恩~謙卑人的妝飾。
箴31:15 中的人．將~的工分派婢女。
傳 9:10 凡你手所~的事、要盡力去作
賽 9: 5 都必作為可燒的、~火柴。
10: 2 以寡婦~擄物、以孤兒當作掠
10: 2 婦當作擄物、以孤兒~掠物。

33:21 ~江河寬闊之地．其中必沒有
42:24 誰將雅各交出~擄物、將以色
耶15:19 你就可以~我的口、他們必歸
20: 5 仇敵要~掠物、帶到巴比倫去
37:15 因為他們以這房屋~監牢。
42: 3 我們所當走的路、所~的事。
50:25 在迦勒底人之地有~的事。
哀 3:12 他張弓將我~箭靶子。
結 5: 1 ~剃頭刀、用這刀剃你的頭髮
15: 4 已經拋在火中~柴燒、火既燒
44:14 切事、並作其內一切~之工。
何10: 6 ~禮物、獻給耶雷布王．以法
亞12: 3 ~一塊重石頭．凡舉起的、必
太12: 7 就不將無罪的、~有罪的了．
15: 9 ~道理教導人、所以拜我也是
可 7: 7 ~道理教導人、所以拜我也是
 8:38 把我和我的道~可恥的、人子
 8:38 時候、也要把那人~可恥的。
10:17 我~甚麼事、才可以承受永生
13:34 分派各人~的工、又吩咐看門
路 3:10 問他說、這樣我們~甚麼呢。
 3:12 他說、夫子、我們~甚麼呢。
 3:14 我們~甚麼呢。約翰說、不要
 9:26 凡把我和我的道~可恥的、人
 9:26 時候、也要把那人~可恥的。
15:19 的兒子、把我~一個雇工吧。
約 2:16 將我父的殿、~買賣的地方。
 5:18 的父、將自己和　神~平等。
 8:53 死了．你將自己~甚麼人呢。
10:33 你是個人、反將自己~　神。
徒 3:12 為甚麼把這事~希奇呢．為甚
 9: 6 你所~的事、必有人告訴你。
10:15 神所潔淨的、你不可~俗物。
11: 9 神所潔淨的、你不可~俗物。
22:10 我~甚麼。主說、起來、進大
羅 1:21 卻不~　神榮耀他、也不感謝
12: 1 ~活祭、是聖潔的、是　神所

林前 1:21 神就樂意用人所~愚拙的道理
 3: 1 不能把你們~屬靈的、只得把
 3: 1 只得把你們~屬肉體、在基督

林後11:16 也要把我~愚妄人接納、叫我
加 5:13 將你們的自由~放縱情慾的機

弗 5: 2 ~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獻與
 6:14 用真理~帶子束腰、用公義當
 6:14 束腰、用公義~護心鏡遮胸．
 6:15 ~預備走路的鞋穿在腳上．
 6:16 此外又拿著信德~籐牌、可以
腓 3: 7 我現在因基督都~有損的。
 3: 8 我也將萬事~有損的、因我以
 4:18 ~極美的香氣、為　神所收納

帖前 5: 8 把信和愛~護心鏡遮胸．把得
 5: 8 把得救的盼望~頭盔戴上。
來10:29 將那使他成聖之約的血~平常
雅 5:10 知、~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樣。
約壹 5:10 就是將　神~說謊的．因不信
啟11: 1 ~量度的杖．且有話說、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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