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凡事 圣经(79次)

新约(71次)
福音书(7)
历史书(5)
保罗书信(52)

马太福音(1) 马可福音(5) 路加福音(0) 约翰福音(1)
使徒行传(5)
罗马书(2) 哥林多前书(14) 哥林多后书(10) 加拉太书(0) 以弗所书(5) 腓立比书(5) 歌罗西书(5) 
帖撒罗尼迦前书(2) 帖撒罗尼迦后书(0) 提摩太前书(3) 提摩太后书(3) 提多书(3) 腓利门书(0)

凡事 fán shì

普通书信(7) 希伯来书(3) 雅各书(0) 彼得前书(2) 彼得后书(0) 约翰壹书(1)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1) 犹大
书(0)
启示录(0)

律法书(0)
历史书(3)

预言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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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0) 出埃及记(0) 利未记(0) 民数记(0) 申命记(0)
旧约(8次)

以赛亚书(0) 耶利米书(0)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0)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0) 何西阿书(0) 约珥书(0) 阿摩司书(0) 俄巴底亚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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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诗歌智慧书(5) 约伯记(0) 诗篇(1) 箴言(0) 传道书(4) 雅歌(0)

书 1: 8 的道路就可以亨通、~顺利。
撒下23: 5 这约~坚稳、关乎我的一切救
拉 6:14 ~亨通．他们遵着以色列　神
诗30: 6 我~平顺、便说、我永不动摇
传 1: 2 虚空的虚空．~都是虚空。
 3: 1 ~都有定期、天下万务都有定
 8: 3 因为他~都随自己的心意而行
12: 8 虚空的虚空、~都是虚空。
太19:26 这是不能的．在　神~都能。
可 4:11 若是对外人讲、~就用比喻．
 9:23 若能信、在信的人、~都能。
10:27 神却不然．因为　神~都能。
13:23 哪、~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
14:36 在你~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
约16:30 现在我们晓得你~都知道、也
徒 9:31 ~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
13:22 的人、~要遵行我的旨意。』
17:22 哪、我看你们~很敬畏鬼神。
20:19 服事主~谦卑、眼中流泪、又
20:35 我~给你们作榜样、叫你们知
罗 3: 2 ~大有好处．第一是　神的圣
13: 8 ~都不可亏欠人、惟有彼此相

林前 1: 5 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富足、口
 6:12 ~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
 6:12 ~我都可行、但无论那一件、
 9:12 倒~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
10:23 ~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
10:23 ~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
10:33 就好像我~都叫众人喜欢、不
11: 2 因你们~记念我、又坚守我所
13: 7 ~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
13: 7 ~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13: 7 事相信．~盼望．凡事忍耐。
13: 7 事相信．凡事盼望．~忍耐。
14:26 翻出来的话．~都当造就人。
14:40 ~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

林后 2: 9 你们、看你们~顺从不顺从。
 4:15 ~都是为你们、好叫恩惠因人
 6: 3 我们~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
 7: 9 ~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
 7:16 欢喜、能在~上为你们放心。
 9: 8 使你们~常常充足、能多行各

 9:11 叫你们~富足、可以多多施舍
11: 6 这是我们在~上、向你们众人
11: 9 我向来~谨守、后来也必谨守
13: 8 我们~不能敌挡真理、只能扶
弗 4: 2 ~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
 4:15 话、~长进、连于元首基督．
 5:13 ~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
 5:20 ~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5:24 妻子也要怎样~顺服丈夫。
腓 1:20 只要~放胆．无论是生、是死
 1:28 ~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
 2: 3 ~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
 4: 6 只要~借着祷告、祈求、和感
 4:13 那加给我力量的、~都能作。
西 1:10 ~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
 1:11 好叫你们~欢欢喜喜的忍耐宽
 1:18 的、使他可以在~上居首位。
 3:20 要~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
 3:22 要~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

帖前 5:18 ~谢恩．因为这是　神在基督
 5:21 但要~察验．善美的要持守。

提前 3: 4 使儿女~端庄顺服。〔或作端
 3:11 不说谗言、有节制、~忠心。
 4: 8 ~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

提后 2: 7 思想．因为~主必给你聪明。
 2:10 所以我为选民~忍耐、叫他们
 4: 5 你却要~谨慎、忍受苦难、作
多 2: 7 你自己~要显出善行的榜样、
 2: 9 ~讨他的喜欢．不可顶撞他．
 2:10 以致~尊荣我们救主　神的道
来 2:17 所以他~该与他的弟兄相同、
 4:15 他也曾~受过试探、与我们一
13:18 心无亏、愿意~按正道而行。

彼前 2:18 ~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
 4:11 叫　神在~上因耶稣基督得荣

约壹 2:27 自有主的恩膏在~上教训你们
约叁 1: 2 我愿你~兴盛、身体健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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