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事 聖經(118次)

新約(42次)
福音書(16)
歷史書(3)
保羅書信(19)

馬太福音(4) 馬可福音(4) 路加福音(5) 約翰福音(3)
使徒行傳(3)
羅馬書(6) 哥林多前書(3) 哥林多後書(0) 加拉太書(1) 以弗所書(2) 腓立比書(0) 歌羅西書(0) 帖
撒羅尼迦前書(1) 帖撒羅尼迦後書(0) 提摩太前書(3) 提摩太後書(2) 提多書(1) 腓利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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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4) 希伯來書(0) 雅各書(0) 彼得前書(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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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歷史書(28)

預言書(0)

約書亞記(0) 士師記(6)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2) 撒母耳記下(3) 列王記上(3) 列王記下(5) 歷代
志上(3) 歷代志下(4) 以斯拉記(1)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1)

創世紀(15) 出埃及記(5) 利未記(2) 民數記(3) 申命記(3)
舊約(76次)

以賽亞書(1) 耶利米書(15)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0)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3) 何西阿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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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瑪拉基書(1)

大先知書(16)
詩歌智慧書(1) 約伯記(1) 詩篇(0) 箴言(0) 傳道書(0) 雅歌(0)

創15:13 又~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
15:14 並且他們所要~的那國、我要
25:23 於那族、將來大的要~小的。
29:15 豈可白白的~我、請告訴我你
29:18 我願為你小女兒拉結~你七年
29:20 雅各就為拉結~了七年．他因
29:25 我~你、不是為拉結麼．你為
29:27 也給你、你再為他~我七年。
29:30 利亞．於是又~了拉班七年。
30:26 請你把我~你所得的妻子、和
30:26 走．我怎樣~你、你都知道。
30:29 我怎樣~你、你的牲畜在我手
31: 6 我盡了我的力量~你們的父親
31:41 為你的兩個女兒~你十四年、
31:41 為你的羊群~你六年、你又十
出14: 5 我們容以色列人去不再~我們
14:12 容我們~埃及人麼、因為服事
14:12 因為~埃及人比死在曠野還好
21: 2 他必~你六年、第七年他可以
21: 6 他的耳朵、他就永遠~主人。
利25:39 給你、不可叫他像奴僕~你。
25:40 居的一樣、要~你直到禧年。
民 3: 6 站在祭司亞倫面前好~他。
 5: 8 還的就要歸與~耶和華的祭司
18: 2 使他們與你聯合~你、只是你
申15:12 ~你六年、到第七年就要任他
15:18 因他~你六年、較比雇工的工
20:11 有的人都要給你效勞、~你。
士 3: 8 以色列人~古珊利薩田八年。
 3:14 於是以色列人~摩押王伊磯倫
 9:28 使我們~他呢、他不是耶路巴
 9:28 你們可以~示劍的父親哈抹的
 9:28 裔．我們為何~亞比米勒呢。
 9:38 叫我們~他．你所誇的口在哪

撒上11: 1 你與我們立約、我們就~你。
17: 9 們就作我們的僕人、~我們。

撒下16:19 我當~誰呢。豈不是前王的兒
16:19 我怎樣~你父親、也必照樣服
16:19 服事你父親、也必照樣~你。

王上 4:21 的日子、這些國都進貢~他。
12: 7 現在王若~這民如僕人、用好
19:21 隨後就起身跟隨以利亞~他。

王下 3:11 就是從前~以利亞的。〔原文
 5: 2 女子．這女子就~乃縵的妻。
17: 3 何細亞就~他、給他進貢。
24: 1 尼撒上到猶大約雅敬~他三年
25:24 ~巴比倫王、就可以得福。

代上23:28 是~亞倫的子孫、在耶和華的
27: 1 年按月輪流、替換出入~王。
28: 1 和輪班~王的軍長、與千夫長

代下12: 8 好叫他們知道~我、與服事外
12: 8 事我、與~外邦人有何分別。
22: 8 和亞哈謝的眾姪子~亞哈謝、
35: 3 們的　神、~他的民以色列。
拉 8:20 派尼提寧~利未人、現在從這
斯 2: 9 又派所當得的七個宮女~他、
伯39: 9 野牛豈肯~你．豈肯住在你的
賽60:10 他們的王必~你．我曾發怒擊
耶17: 4 ~你的仇敵、因為你使我怒中
25:11 這些國民要~巴比倫王七十年
27: 7 列國都必~他和他的兒孫、直
27: 8 不肯~這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
27: 9 們說、你們不至~巴比倫王。
27:11 ~他、我必使那邦仍在本地存
27:12 ~他和他的百姓、便得存活。
27:13 耶和華論到不~巴比倫王的那
27:14 你們不至~巴比倫王、其實他
27:17 只管~巴比倫王便得存活．這
28:14 使他們~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
28:14 他們總要~他、我也把田野的
34:14 若賣給你~你六年、到第七年
40: 9 不要怕~迦勒底人、只管住在
40: 9 ~巴比倫王、就可以得福。
何12:12 以色列為得妻~人、為得妻與
亞 2: 9 他們就必作~他們之人的擄物
瑪 3:17 如同人憐恤~自己的兒子。
太 8:15 熱就退了．他就起來~耶穌。
20:28 不是要受人的~、乃是要服事
20:28 乃是要~人．並且要捨命、作
27:55 是從加利利跟隨耶穌來~他的
可 1:31 來、熱就退了、他就~他們。
10:45 並不是要受人的~、乃是要服
10:45 乃是要~人、並且要捨命、作
15:41 ~他的那些人、還有同耶穌上

路 4:39 就退了．他立刻起來~他們。
15:29 我~你這多年、從來沒有違背
22:26 為首領的、倒要像~人的。
22:27 是~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麼
22:27 我在你們中間、如同~人的。
約12:26 若有人~我、就當跟從我．我
12:26 ~我的人、也要在那裏．若有
12:26 若有人~我、我父必尊重他。
徒13:36 按　神的旨意~了他那一世的
17:25 也不用人手~、好像缺少甚麼
20:19 ~主凡事謙卑、眼中流淚、又
羅 7: 6 叫我們~主、要按著心靈的新
 9:12 說、『將來大的要~小的。』
12:11 惰．要心裏火熱．常常~主。
14:18 在這幾樣上~基督的、就為
16:18 為這樣的人不~我們的主基督
16:18 只~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語

林前 7:35 得以殷勤~主、沒有分心的事
12: 2 去~那啞巴偶像．這是你們知
16:15 並且他們專以~聖徒為念．
加 5:13 的機會．總要用愛心互相~。
弗 6: 7 奉、好像~主、不像服事人。
 6: 7 奉、好像服事主、不像~人。

帖前 1: 9 神、要~那又真又活的　神、
提前 1:12 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他。

 6: 2 更要加意~他．因為得服事之
 6: 2 因為得~之益處的、是信道蒙

提後 1:18 他在以弗所怎樣多多的~我、
 4:11 我有益處。〔傳道或作~我〕
多 3: 3 ~各樣私慾和宴樂、常存惡毒
彼前 1:12 傳講原文作~〕不是為自己、

 4:10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
 4:11 若有~人的、要按著　神所賜
 4:11 要按著　神所賜的力量~．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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