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 圣经(125次)

新约(41次)
福音书(5)
历史书(3)
保罗书信(26)

马太福音(1) 马可福音(1) 路加福音(2) 约翰福音(1)
使徒行传(3)
罗马书(5) 哥林多前书(4) 哥林多后书(0) 加拉太书(3) 以弗所书(0) 腓立比书(0) 歌罗西书(3) 帖
撒罗尼迦前书(0) 帖撒罗尼迦后书(1) 提摩太前书(5) 提摩太后书(3) 提多书(2) 腓利门书(0)

导 dǎo

普通书信(5) 希伯来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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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律法书(12)
历史书(10)

预言书(2)

约书亚记(0) 士师记(0)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0) 撒母耳记下(5) 列王记上(0) 列王记下(1) 历代
志上(0) 历代志下(2)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2) 以斯帖记(0)

创世纪(1) 出埃及记(1) 利未记(0) 民数记(1) 申命记(9)
旧约(84次)

以赛亚书(15) 耶利米书(7)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结书(3) 但以理书(1)
小先知书(5) 何西阿书(3) 约珥书(0) 阿摩司书(1)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1)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27)
诗歌智慧书(30) 约伯记(3) 诗篇(19) 箴言(6) 传道书(1) 雅歌(1)

创24:48 因为他引~我走合式的道路、
出35:34 亚伯、心里灵明、能教~人。
民27:17 也可以引~他们、免得耶和华
申 8: 2 耶和华你的　神在旷野引~你
10:11 你起来引~这百姓、使他们进
20:18 免得他们教~你们学习一切可
31: 3 华你们的　神必引~你们过去
31: 3 约书亚必引~你们过去、正如
31:19 教~以色列人、传给他们、使
31:22 写了一篇歌、教~以色列人。
32:12 耶和华独自引~他、并无外邦
33: 7 引~他归于本族．他曾用手为

撒下 1:18 且吩咐将这歌教~犹大人．这
14: 3 是约押将当说的话教~了妇人
14:19 我的、这些话是他教~我的。
22:33 障．他引~完全人行他的路。
22:35 他教~我的手、能以争战、甚

王下18:32 希西家劝~你们、说、耶和华
代下19: 4 引~民归向耶和华他们列祖的

24:19 引~他们归向耶和华．这先知
尼 9:12 并且白昼用云柱引~他们、黑
 9:19 仍引~他们行路．黑夜、火柱
伯 4: 3 你素来教~许多的人、又坚固
 6:24 请你们教~我、我便不作声．
38:32 能引~北斗和随他的众星么．
诗18:34 他教~我的手能以争战、甚至
23: 3 为自己的名引~我走义路。
25: 5 求你以你的真理引~我、教训
27:11 仇敌的缘故引~我走平坦的路
31: 3 名的缘故、引~我、指点我。
32: 8 我要教~你、指示你当行的路
43: 3 好引~我、带我到你的圣山、
45:15 他们要欢喜快乐被引~．他们
67: 4 引~世上的万国。〔细拉〕
73:24 你要以你的训言引~我、以后
77:20 引~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般
78:14 彩、终夜用火光、引~他们。
78:72 用手中的巧妙、引~他们。
105:22 臣宰、将智慧教~他的长老。
136:16 称谢那引~自己的民行走旷野
139:10 你的手必引~我．你的右手、
139:24 没有、引~我走永生的道路。

144: 1 他教~我的手争战、教导我的
144: 1 手争战、教~我的指头打仗。
箴 4:11 慧的道、引~你行正直的路。
 6:22 他必引~你．你躺卧、他必保
 9: 9 教~智慧人、他就越发有智慧
11: 3 必引~自己．奸诈人的乖僻、
12:26 义人引~他的邻舍．恶人的道
23:19 慧、好在正道上引~你的心。
传 2: 3 我心却仍以智慧引~我．又如
歌 8: 2 我必引~你、领你进我母亲的
赛 3:12 引~你的、使你走错、并毁坏
 9:16 因为引~这百姓的、使他们走
 9:16 了路．被引~的、都必败亡。
28:26 因为他的　神教~他务农相宜
36:18 恐怕希西家劝~你们说、耶和
40:11 中、慢慢引~那乳养小羊的。
40:14 谁教~他、谁将公平的路指示
48:17 得益处、引~你所当行的路。
48:21 耶和华引~他们经过沙漠、他
49:10 必引~他们、领他们到水泉旁
51:18 育的诸子中没有一个引~他的
55:12 平平安安蒙引~．大山小山必
57:18 又要引~他、使他和那一同伤
58:11 耶和华也必时常引~你、在干
63:14 你也引~你的百姓、要建立自
耶 2: 6 引~我们经过旷野、沙漠有深
 9:20 又当教~你们的儿女举哀、各
 9:20 举哀、各人教~邻舍唱哀歌。
20: 7 你曾劝~我、我也听了你的劝
20: 7 我也听了你的劝~．你比我有
31: 9 我要照他们恳求的引~他们、
31:34 他们各人不再教~自己的邻舍
哀 3: 2 他引~我、使我行在黑暗中、
结34:13 引~他们归回故土、也必在以
36:24 集你们、引~你们归回本地。
37:21 集他们、引~他们归回本地。
但11: 6 这女子和引~他来的、并生他
何 2:14 后来我必劝~他、领他到旷野
 7:15 我虽教~他们、坚固他们的膀
11: 3 我原教~以法莲行走、用膀臂
摩 2:10 在旷野引~你们四十年、使你
弥 2:13 在前面行、耶和华引~他们。

太15: 9 当作道理教~人、所以拜我也
可 7: 7 当作道理教~人、所以拜我也
路11: 1 求主教~我们祷告、像约翰教
11: 1 祷告、像约翰教~他的门徒。
约16:13 他要引~你们明白〔原文作进
徒16:14 主就开~他的心、叫他留心听
20:20 在各人家里、我都教~你们．
28:31 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人、并
罗 2:21 你既是教~别人、还不教导自
 2:21 还不教~自己么．你讲说人不
 8:14 因为凡被　神的灵引~的、都
12: 7 或作教~的、就当专一教导．
12: 7 或作教导的、就当专一教~．

林前 2:16 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他呢．
 3: 5 他们各人的、引~你们相信。
 4:17 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人。
14:19 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人的话
加 1:12 也不是人教~我的、乃是从耶
 5: 8 这样的劝~、不是出于那召你
 5:18 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就不在
西 1:28 教~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里
 2:22 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的。
 3:16 彼此教~、互相劝戒心被恩感

帖后 3: 5 愿主引~你们的心、叫你们爱
提前 2: 7 教~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

 3: 2 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
 4:11 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人。
 4:13 勉、教~为念、直等到我来。
 5:17 那劳苦传道教~人的、更当如

提后 2: 2 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别人的人
 2:24 众人、善于教~、存心忍耐、
 3:16 教~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多 1:11 将不该教~的教导人、败坏人
 1:11 将不该教导的教~人、败坏人
来 5:12 另教~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
 8:11 他们不用各人教~自己的乡邻
13: 7 从前引~你们、传　神之道给
13:17 你们要依从那些引~你们的、
13:24 请你们问引~你们的诸位和众
启 2:14 这巴兰曾教~巴勒将绊脚石放
 2:20 知的妇人耶洗别教~我的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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