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凡事 聖經(79次)

新約(71次)
福音書(7)
歷史書(5)
保羅書信(52)

馬太福音(1) 馬可福音(5) 路加福音(0) 約翰福音(1)
使徒行傳(5)
羅馬書(2) 哥林多前書(14) 哥林多後書(10) 加拉太書(0) 以弗所書(5) 腓立比書(5) 歌羅西書(5) 
帖撒羅尼迦前書(2) 帖撒羅尼迦後書(0) 提摩太前書(3) 提摩太後書(3) 提多書(3) 腓利門書(0)

凡事 fán shì

普通書信(7) 希伯來書(3) 雅各書(0) 彼得前書(2) 彼得後書(0) 約翰壹書(1)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1) 猶大
書(0)
啟示錄(0)

律法書(0)
歷史書(3)

預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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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紀(0) 出埃及記(0) 利未記(0) 民數記(0) 申命記(0)
舊約(8次)

以賽亞書(0) 耶利米書(0)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0)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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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0)
詩歌智慧書(5) 約伯記(0) 詩篇(1) 箴言(0) 傳道書(4) 雅歌(0)

書 1: 8 的道路就可以亨通、~順利。
撒下23: 5 這約~堅穩、關乎我的一切救
拉 6:14 ~亨通．他們遵著以色列　神
詩30: 6 我~平順、便說、我永不動搖
傳 1: 2 虛空的虛空．~都是虛空。
 3: 1 ~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
 8: 3 因為他~都隨自己的心意而行
12: 8 虛空的虛空、~都是虛空。
太19:26 這是不能的．在　神~都能。
可 4:11 若是對外人講、~就用比喻．
 9:23 若能信、在信的人、~都能。
10:27 神卻不然．因為　神~都能。
13:23 哪、~我都預先告訴你們了。
14:36 在你~都能．求你將這杯撤去
約16:30 現在我們曉得你~都知道、也
徒 9:31 ~敬畏主、蒙聖靈的安慰、人
13:22 的人、~要遵行我的旨意。』
17:22 哪、我看你們~很敬畏鬼神。
20:19 服事主~謙卑、眼中流淚、又
20:35 我~給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
羅 3: 2 ~大有好處．第一是　神的聖
13: 8 ~都不可虧欠人、惟有彼此相

林前 1: 5 又因你們在他裏面~富足、口
 6:12 ~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
 6:12 ~我都可行、但無論那一件、
 9:12 倒~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
10:23 ~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凡
10:23 ~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
10:33 就好像我~都叫眾人喜歡、不
11: 2 因你們~記念我、又堅守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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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出來的話．~都當造就人。
14:40 ~都要規規矩矩的按著次序行

林後 2: 9 你們、看你們~順從不順從。
 4:15 ~都是為你們、好叫恩惠因人
 6: 3 我們~都不叫人有妨礙、免得
 7: 9 ~就不至於因我們受虧損了。
 7:16 歡喜、能在~上為你們放心。
 9: 8 使你們~常常充足、能多行各

 9:11 叫你們~富足、可以多多施捨
11: 6 這是我們在~上、向你們眾人
11: 9 我向來~謹守、後來也必謹守
13: 8 我們~不能敵擋真理、只能扶
弗 4: 2 ~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
 4:15 話、~長進、連於元首基督．
 5:13 ~受了責備、就被光顯明出來
 5:20 ~要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
 5:24 妻子也要怎樣~順服丈夫。
腓 1:20 只要~放膽．無論是生、是死
 1:28 ~不怕敵人的驚嚇．這是證明
 2: 3 ~不可結黨、不可貪圖虛浮的
 4: 6 只要~藉著禱告、祈求、和感
 4:13 那加給我力量的、~都能作。
西 1:10 ~蒙他喜悅、在一切善事上結
 1:11 好叫你們~歡歡喜喜的忍耐寬
 1:18 的、使他可以在~上居首位。
 3:20 要~聽從父母、因為這是主所
 3:22 要~聽從你們肉身的主人、不

帖前 5:18 ~謝恩．因為這是　神在基督
 5:21 但要~察驗．善美的要持守。

提前 3: 4 使兒女~端莊順服。〔或作端
 3:11 不說讒言、有節制、~忠心。
 4: 8 ~都有益處．因有今生和來生

提後 2: 7 思想．因為~主必給你聰明。
 2:10 所以我為選民~忍耐、叫他們
 4: 5 你卻要~謹慎、忍受苦難、作
多 2: 7 你自己~要顯出善行的榜樣、
 2: 9 ~討他的喜歡．不可頂撞他．
 2:10 以致~尊榮我們救主　神的道
來 2:17 所以他~該與他的弟兄相同、
 4:15 他也曾~受過試探、與我們一
13:18 心無虧、願意~按正道而行。

彼前 2:18 ~要存敬畏的心順服主人．不
 4:11 叫　神在~上因耶穌基督得榮

約壹 2:27 自有主的恩膏在~上教訓你們
約參 1: 2 我願你~興盛、身體健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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