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度 圣经(118次)

新约(18次)
福音书(2)
历史书(0)
保罗书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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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 dù

普通书信(5) 希伯来书(0) 雅各书(0) 彼得前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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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律法书(12)
历史书(18)

预言书(3)

约书亚记(0) 士师记(1)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0) 撒母耳记下(0) 列王记上(1) 列王记下(7) 历代
志上(3) 历代志下(2)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1) 以斯帖记(3)

创世纪(3) 出埃及记(4) 利未记(1) 民数记(0) 申命记(4)
旧约(100次)

以赛亚书(5) 耶利米书(3)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6) 但以理书(3)
小先知书(1) 何西阿书(0) 约珥书(0) 阿摩司书(0) 俄巴底亚书(1) 约拿书(0) 弥迦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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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诗歌智慧书(52) 约伯记(9) 诗篇(38) 箴言(2) 传道书(3) 雅歌(0)

创17: 6 国~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
26: 5 和我的命令、律例、法~。
27:40 你必倚靠刀剑~日、又必事奉
出16: 4 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
18:16 们知道　神的律例、和法~。
18:20 又要将律例和法~教训他们、
19: 6 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国~、为
利26:46 和法~、是耶和华与以色列人
申 3:11 都是以人肘为~．现今岂不是
 4:45 所传给他们的法~、律例、典
 6:17 所吩咐的诫命、法~、律例。
 6:20 我们　神吩咐你们的这些法~
士17:10 和~日的食物．利未人就进了
王上 2: 3 法~、这样、你无论作什么事
王下 4: 7 你和你儿子可以靠着~日。

20: 9 你要日影向前进十~呢、是要
20: 9 十度呢、是要往后退十~呢。
20:10 日影向前进十~容易．我要日
20:10 容易．我要日影往后退十~。
20:11 前进的日影、往后退了十~。
23: 3 法~、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

代上23:29 物、又管理各样的升斗尺~．
29:11 国~、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
29:19 法~、律例、成就这一切的事

代下33: 8 借摩西所吩咐他们的一切法~
34:31 法~、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
尼 5: 2 人口众多．要去得粮食~命。
斯 1: 1 从印~直到古实统管一百二十
 1:20 国~本来广大）所有的妇人、
 8: 9 传给那从印~直到古实一百二
伯 5: 9 他行大事不可测~、行奇事不
 9:10 他行大事不可测~、行奇事不
21:13 他们~日诸事亨通、转眼下入
28:25 要为风定轻重．又~量诸水。
31: 6 我若被公道的天平称~、使
36:11 就必~日亨通、历年福乐。
36:26 能全知．他的年数不能测~。
37:23 我们不能测~．他大有能力、
38: 5 是谁定地的尺~．是谁把准绳
诗19: 7 耶和华的法~确定、能使愚人
25:10 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的人、
78: 5 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在以

78:56 至高的　神、不守他的法~．
79: 6 邦、和那不求告你名的国~。
90: 9 我们~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
93: 5 你的法~最的确．你的殿永称
99: 7 他们遵守他的法~、和他所赐
114: 2 以色列为他所治理的国~。
119: 2 遵守他的法~、一心寻求他的
119:14 我喜悦你的法~、如同喜悦一
119:22 和藐视．因我遵守你的法~。
119:24 你的法~、是我所喜乐的、是
119:31 我持守你的法~．耶和华阿、
119:36 趋向你的法~、不趋向非义之
119:46 论说你的法~、并不至于羞愧
119:59 的道、就转步归向你的法~。
119:79 向我、他们就知道你的法~。
119:88 活．我就遵守你口中的法~。
119:95 绝我．我却要揣摩你的法~。
119:99 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
119:111我以你的法~为永远的产业．
119:119掉渣滓。因此我爱你的法~。
119:125我悟性、使我得知你的法~。
119:129你的法~奇妙．所以我一心谨
119:138你所命定的法~、是凭公义和
119:144你的法~永远是公义的．求你
119:146你救我．我要遵守你的法~。
119:152我因学你的法~、久已知道是
119:157多．我却没有偏离你的法~。
119:167我心里守了你的法~．这法度
119:167你的法度．这法~我甚喜爱。
119:168我遵守了你的训词和法~．因
132:12 和我所教训他们的法~、他们
139:16 我尚未~一日、〔或作我被造
145: 3 该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
145:12 作为、并你国~威严的荣耀。
147: 5 能力．他的智慧、无法测~。
箴11:24 有吝惜过~的、反致穷乏。
19:10 愚昧人宴乐~日、是不合宜的
传 6:12 人一生虚~的日子、就如影儿
 7:15 这都是我在虚~之日中所见过
 9: 9 快活~日．因为那是你生前、
赛 8:20 人当以训诲和法~为标准．他
38: 8 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十~．于

38: 8 果然在日晷上往后退了十~。
40:13 谁曾测~耶和华的心、〔或作
40:28 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
耶31:37 若能量~上天、寻察下地的根
44:10 们列祖面前所设立的法~律例
44:23 法~．所以你们遭遇这灾祸、
结40: 3 绳、和量~的竿、站在门口。
40: 5 那人手拿量~的竿、长六肘、
40:18 洞两旁、以门洞的长短为~。
42:16 他用量~的竿量四围、量东面
43:13 是以肘为~．（这肘是一肘零
45: 3 要以肘为~量地、长二万五千
但 2:37 天上的　神已将国~、权柄、
 7:14 国~、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
 7:27 国~、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
俄 1:21 以扫山．国~就归耶和华了。
太 6:13 因为国~、权柄、荣耀、全是
路 7:25 那穿华丽衣服宴乐~日的人、
罗12: 6 就当照着信心的程~说预言．
16: 4 置之~外．不但我感谢他们、

林后10:12 他们用自己~量自己、用自己
弗 3:19 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的
提前 2: 2 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日。
提后 3:12 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日的

 4: 1 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嘱咐你
多 2:12 今世自守、公义、敬虔~日．
彼前 1:17 心、~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

 2: 9 是圣洁的国~、是属　神的子
 2:13 要顺服人的一切制~、或是在
 4: 2 的旨意、在世~余下的光阴。
 4: 4 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的路
启 1: 9 国~、忍耐里一同有分．为
11: 1 当作量~的杖．且有话说、起
12:10 国~、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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