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別 聖經(104次)

新約(19次)
福音書(5)
歷史書(1)
保羅書信(13)

馬太福音(3)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0) 約翰福音(2)
使徒行傳(1)
羅馬書(3) 哥林多前書(6) 哥林多後書(1) 加拉太書(2) 以弗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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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希伯來書(0) 雅各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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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律法書(39)
歷史書(35)

預言書(0)

約書亞記(0) 士師記(0)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0) 撒母耳記下(1) 列王記上(8) 列王記下(3) 歷代
志上(6) 歷代志下(15)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2) 以斯帖記(0)

創世紀(3) 出埃及記(10) 利未記(15) 民數記(7) 申命記(4)
舊約(85次)

以賽亞書(2) 耶利米書(2)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4)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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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1)

大先知書(8)
詩歌智慧書(1) 約伯記(0) 詩篇(1) 箴言(0) 傳道書(0) 雅歌(0)

創 1:18 ~明暗．　神看著是好的．
 2: 9 又有生命樹、和~善惡的樹。
 2:17 只是~善惡樹上的果子、你不
出 8:22 當那日我必~我百姓所住的歌
 8:23 將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出來
 9: 4 耶和華要~以色列的牲畜和埃
11: 7 是將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出來
13: 2 都是我的、要~為聖歸我。
28: 3 使他~為聖、可以給我供祭司
28:38 所~為聖的．這牌要常在他的
28:41 將他們~為聖、好給我供祭司
29: 9 又要將亞倫和他兒子~為聖。
33:16 百姓、與地上的萬民有~麼。
利10:10 潔淨的、不潔淨的、~出來。
11:47 與不可吃的活物、都~出來。
20:24 　神、使你們與萬民有~的。
20:25 ~出來、不可因我給你們分為
20:26 並叫你們與萬民有~、使你們
22: 2 離以色列人所~為聖歸給我的
22: 3 近以色列人所~為聖歸耶和華
27:14 人將房屋~為聖、歸給耶和華
27:15 將房屋~為聖的人、若要贖回
27:16 若將承受為業的幾分地~為聖
27:17 他若從禧年將地~為聖、就要
27:18 倘若他在禧年以後將地~為聖
27:19 將地~為聖的人、若定要把地
27:22 為業的、~為聖歸給耶和華、
27:26 誰也不可再~為聖、因為這是
民 3:13 連人帶牲畜都~為聖歸我、他
 5:10 各人所~為聖的物、無論是甚
 8:14 從以色列人中將利未人~出來
 8:17 的那天、將他們~為聖歸我。
16: 9 神從以色列會中將你們~出來
18: 8 就是以色列人一切~為聖的物
18:29 就是~為聖的、獻給耶和華為
申10: 8 那時耶和華將利未支派~出來
12:26 只是你~為聖的物、和你的還
15:19 都要~為聖歸耶和華你的　神
29:21 將他從以色列眾支派中~出來

撒下 8:11 金銀、都~為聖獻給耶和華．
王上 7:51 就把他父大衛~為聖的金銀、

 8:53 將他們從地上的萬民中~出來

 8:64 ~為聖、在那裏獻燔祭、素祭
 9: 3 我已將你所建的這殿~為聖、
 9: 7 並且我為己名所~為聖的殿、
13:33 他都~為聖、立為丘壇的祭司
15:15 亞撒將他父親所~為聖、與自
15:15 與自己所~為聖的金銀和器皿

王下12: 4 奉到耶和華殿~為聖之物所值
12:18 亞哈謝所~為聖的物、和自己
12:18 和自己所~為聖的物、並耶和

代上18:11 來的、都~為聖獻給耶和華。
23:13 好~至聖的物、在耶和華面前
24:31 各族的長者與兄弟沒有~。
26:26 長、並軍長、所~為聖的物。
26:27 們將爭戰時所奪的財物~為聖
26:28 所~為聖的物、都歸示羅密和

代下 2: 4 ~為聖獻給他、在他面前焚燒
 5: 1 就把他父大衛~為聖的金銀和
 7: 7 將耶和華殿前院子當中~為聖
 7:16 ~為聖、使我的名永在其中．
 7:20 並且我為己名所~為聖的殿、
12: 8 事我、與服事外邦人有何~。
13: 9 將自己~出來、就可作虛無之
15:18 亞撒將他父所~為聖、與自己
15:18 與自己所~為聖的金銀、和器
24: 7 用耶和華殿中~為聖的物供奉
25:10 將那從以法蓮來的軍兵~出來
29:33 又有~為聖之物、公牛六百隻
31: 6 並~為聖歸耶和華他們　神之
31:12 並~為聖之物、都搬入倉內．
36:14 耶和華在耶路撒冷~為聖的殿
尼 3: 1 ~為聖、安立門扇、又築城牆
 3: 1 樓、直到哈楠業樓、~為聖。
詩 4: 3 道耶和華已經~虔誠人歸他自
賽56: 3 和華必定將我從他民中~出來
66:17 那些~為聖、潔淨自己的、進
耶 1: 5 我已~你為聖．我已派你作列
15:19 和下賤的~出來、你就可以當
結22:26 不~聖的和俗的、也不使人分
42:20 五百肘、為要~聖地與俗地。
43:26 潔淨了．要這樣把壇~為聖。
44:23 他們要使我的民知道聖俗的~
番 1: 7 備祭物、將他的客、~為聖。

瑪 3:18 的和不事奉　神的、~出來。
太13:49 來從義人中、把惡人~出來、
25:32 他要把他們~出來、好像牧羊
25:32 好像牧羊的~綿羊山羊一般．
約10:36 父所~為聖、又差到世間來的
17:19 自己~為聖、叫他們也因真理
徒11:12 或作不要~等類〕同著我去的
羅 2:18 也能~是非、〔或作也喜愛那
 3:22 給一切相信的人、並沒有~．
10:12 並沒有~．因為眾人同有一位

林前 7:34 婦人和處女也有~。沒有出嫁
12: 4 恩賜原有~、聖靈卻是一位。
12: 5 職事也有~、主卻是一位。
12: 6 功用也有~、　神卻是一位、
14: 7 沒有~、怎能知道所吹所彈的
15:41 這星和那星的榮光、也有~。

林後 6:17 與他們~、不要沾不潔淨的物
加 1:15 然而那把我從母腹裏~出來、
 4: 1 童的時候、卻與奴僕毫無~．
腓 1:10 使你們能~是非、〔或作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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