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而且 聖經(82次)

新約(28次)
福音書(3)
歷史書(4)
保羅書信(17)

馬太福音(0)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1) 約翰福音(2)
使徒行傳(4)
羅馬書(8) 哥林多前書(4) 哥林多後書(3) 加拉太書(0) 以弗所書(1) 腓立比書(1) 歌羅西書(0) 帖
撒羅尼迦前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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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希伯來書(1) 雅各書(1) 彼得前書(0) 彼得後書(0) 約翰壹書(0)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0) 猶大
書(0)
啟示錄(2)

律法書(9)
歷史書(8)

預言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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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紀(3) 出埃及記(2) 利未記(1) 民數記(2) 申命記(1)
舊約(54次)

以賽亞書(6) 耶利米書(7)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2) 但以理書(4)
小先知書(4) 何西阿書(0) 約珥書(0) 阿摩司書(0)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1)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3)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19)
詩歌智慧書(14) 約伯記(3) 詩篇(5) 箴言(1) 傳道書(4) 雅歌(1)

創28: 6 ~打發他往巴旦亞蘭去、在那
32: 7 ~愁煩、便把那與他同在的人
41:32 神命定這事、~必速速成就。
出36: 2 ~受感前來作這工的、摩西把
36: 7 夠作一切當作的物、~有餘。
利13: 6 ~沒有在皮上發散、祭司要定
民 5:13 ~他被玷污沒有作見證的人、
33:56 ~我素常有意怎樣待他們、也
申 6:11 你所栽種的、你吃了~飽足．
撒上13:11 到、~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抹．
撒下 1:12 ~悲哀、哭號、禁食到晚上、

12:16 ~禁食、進入內室、終夜躺在
17: 8 ~你父親是個戰士、必不和民

代下16:12 ~甚重．病的時候沒有求耶和
24:13 與從前一樣、~甚是堅固。
35:25 ~在以色列中成了定例．這歌
拉 9: 2 ~首領和官長、在這事上為罪
伯13: 1 見過、我耳都聽過、~明白。
15:24 ~勝了他、好像君王預備上陣
28:27 ~述說．他堅定、並且查究。
詩60: 2 ~崩裂．求你將裂口醫好．因
75: 8 必都喝這酒的渣滓、~喝盡。
78:29 ~飽足．這樣、就隨了他們所
78:38 ~屢次消他的怒氣、不發盡他
87: 5 ~至高者必親自堅立這城。
箴 7:26 的不少．被他殺戮的~甚多。
傳 1: 6 住的旋轉、~返回轉行原道。
 1:16 ~我心中多經歷智慧、和知識
 7:11 ~見天日的人、得智慧更為有
 7:24 甚遠、~最深、誰能測透呢。
歌 5:10 人、白~紅、超乎萬人之上。
賽 8:15 ~跌碎、並陷入網羅、被纏住
28:13 ~跌碎、並陷入網羅、被纏住
35: 2 ~歡呼．利巴嫩的榮耀、並迦
44:15 ~作神像跪拜、作雕刻的偶像
58:13 ~尊敬這日、不辦自己的私事
66:14 ~耶和華的手向他僕人所行的
耶 5:27 所以他們得成為大、~富足。
10:25 不但吞了~滅絕、把他的住處
12: 2 ~結果．他們的口、是與你相
12:17 拔出~毀滅．這是耶和華說的
16:12 ~你們行惡、比你們列祖更甚

17: 8 之年毫無挂慮、~結果不止。
17:25 的各門．~這城必存到永遠。
結19:11 ~他生長高大、枝子繁多．遠
37: 2 原的骸骨甚多、~極其枯乾。
但 4:11 ~堅固、高得頂天、從地極都
 4:20 ~堅固、高得頂天、從地極都
11: 7 的保障、攻擊他們、~得勝．
11:26 必被沖沒、~被殺的甚多。
彌 2:10 或作地〕毀滅、~大大毀滅。
番 1:14 臨近~甚快、乃是耶和華日子
 1:18 地的一切居民、~大大毀滅。
 3:13 頭．~吃喝躺臥、無人驚嚇。
路24:21 ~這事成就、現在已經三天了
約 1:16 我們都領受了、~恩上加恩。
10:20 著、~瘋了．為甚麼聽他呢。
徒 8:25 ~傳講、就回耶路撒冷去、一
14:10 站直。那人就跳起來~行走。
15: 7 口中得聽福音之道、~相信。
19:20 主的道大大興旺~得勝、就是
羅 2:27 ~那本來未受割禮的、若能全
 8: 8 ~屬肉體的人、不能得　神的
 8:34 ~從死裏復活、現今在　神的
 8:34 作是已經死了~從死裏復活現
11:23 ~他們若不是長久不信、仍要
14: 4 ~他也必要站住．因為主能使
15:23 ~這好幾年、我切心想望到士
16:26 ~按著永生　神的命、藉眾先

林前 6: 6 狀、~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
12:12 ~肢體雖多、仍是一個身子．
13: 2 ~有全備的信、叫我能夠移山
15: 4 ~埋葬了．又照聖經所說、第

林後 8: 3 ~也過了力量、自己甘心樂意
 8:10 ~起此心意、已經有一年了。
 9:12 ~叫許多人越發感謝　神。
弗 2:15 ~以自己的身體、廢掉冤仇、
腓 2:29 接待他．~要尊重這樣的人．
來 6: 9 行為強過這些、~近乎得救。
雅 2:22 ~信心因著行為才得成全．
啟15: 1 大~奇、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
16: 2 就有惡~毒的瘡、生在那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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