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 聖經(125次)

新約(68次)
福音書(26)
歷史書(11)
保羅書信(10)

馬太福音(7) 馬可福音(3) 路加福音(16)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11)
羅馬書(2) 哥林多前書(2) 哥林多後書(1) 加拉太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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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改 gǎi

普通書信(8) 希伯來書(6) 雅各書(1) 彼得前書(0) 彼得後書(1) 約翰壹書(0)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0) 猶大
書(0)
啟示錄(13)

律法書(6)
歷史書(19)

預言書(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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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紀(3) 出埃及記(0) 利未記(2) 民數記(1) 申命記(0)
舊約(57次)

以賽亞書(1) 耶利米書(8)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0) 但以理書(11)
小先知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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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先知書(20)
詩歌智慧書(11) 約伯記(4) 詩篇(6) 箴言(0) 傳道書(1) 雅歌(0)

創31: 7 十次~了我的工價．然而　神
31:41 年、你又十次~了我的工價。
35:10 這樣、他就~名叫以色列。
利26:23 若仍不~正歸我、行事與我反
27:10 人不可~換、也不可更換、或
民32:38 名字是~了的）、又給他們所
書19:47 祖但的名、將利善~名為但．
撒上21:13 就在眾人面前~變了尋常的舉

28: 8 於是掃羅~了裝、穿上別的衣
撒下18:20 ~日可以報信、因為今日王的
王上14: 2 你可以起來~裝、使人不知道

20:38 ~換面目、在路旁等候王．
22:30 我要~裝上陣．你可以仍穿王
22:30 王服．以色列王就~裝上陣。

王下14: 7 拉、~名叫約帖、直到今日。
23:34 給他~名叫約雅敬、卻將約哈
24:17 王、給瑪探雅~名叫西底家。

代下18:29 我要~裝上陣．你可以仍穿王
18:29 於是以色列王~裝、他們就上
35:22 ~裝要與他打仗、不聽從　神
36: 4 ~名叫約雅敬、又將約哈斯帶
拉 6:11 無論誰更~這命令、必從他房
 6:12 若有王和民伸手更~這命令、
尼 9: 7 吾珥、給他~名叫亞伯拉罕．
斯 1:19 永不更~、不准瓦實提再到王
伯14:14 候來到。〔被釋放或作~變〕
14:20 你~變他的容貌、叫他往而不
29:24 他們不使我臉上的光~變。
38:14 因這光地面~變如泥上印印．
詩15: 4 雖然自己吃虧、也不更~．
46: 2 所以地雖~變、山雖搖動到海
78:57 他們~變、如同翻背的弓。
89:34 約、也不~變我口中所出的。
102:26 如裏衣更換、天地就~變了．
102:27 惟有你永不~變．你的年數沒
傳 8: 1 光、並使他臉上的暴氣~變。
賽40: 4 高高低低的要~為平坦、崎崎
耶 7: 3 你們~正行動作為、我就使你
 7: 5 你們若實在~正行動作為、在
 8: 6 無人悔~惡行、說、我作的是
13:23 古實人豈能~變皮膚呢．豹豈
13:23 豹豈能~變斑點呢．若能、你

18:11 惡道、~正你們的行動作為。
26:13 現在要~正你們的行動作為、
35:15 ~正行為、不隨從事奉別神、
但 2: 9 要等候時勢~變。現在你們要
 2:21 他~變時候、日期、廢王、立
 4:16 使他的心~變、不如人心、給
 5: 9 臉色~變、他的大臣也都驚奇
 6: 8 使禁令決不更~、照瑪代和波
 6: 8 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的。
 6:12 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的。
 6:15 禁令、和律例、都不可更~。
 6:17 懲辦但以理的事、毫無更~。
 7:25 必想~變節期、和律法．聖民
 7:28 臉色也~變了、卻將那事存記
瑪 3: 6 因我耶和華是不~變的、所以
太 3: 2 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
 3: 8 出果子來、與悔~的心相稱．
 3:11 叫你們悔~．但那在我以後來
 4:17 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
11:20 那些城的人終不悔~、就在那
11:21 他們早已披麻蒙灰悔~了。
12:41 就悔~了．看哪、在這裏有一
可 1: 4 傳悔~的洗禮、使罪得赦。
 1:15 近了．你們當悔~、信福音。
 6:12 門徒就出去、傳道叫人悔~。
路 3: 3 宣講悔~的洗禮、使罪得赦．
 3: 5 彎彎曲曲的地方要~為正直、
 3: 5 高高低低的道路要~為平坦。
 3: 8 與悔~的心相稱、不要自己心
 5:32 我來本不是召義人悔~．乃是
 5:32 義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
 9:29 他的面貌就~變了、衣服潔白
10:13 早已披麻蒙灰坐在地上悔~了
11:32 就悔~了．看哪、在這裏有一
13: 3 你們若不悔~、都要如此滅亡
13: 5 你們若不悔~、都要如此滅亡
15: 7 一個罪人悔~、在天上也要這
15: 7 比為九十九個不用悔~的義人
15:10 一個罪人悔~、在　神的使者
16:30 們那裏去的、他們必要悔~。
24:47 人要奉他的名傳悔~赦罪的道
徒 2:38 你們各人要悔~、奉耶穌基督

 3:19 所以你們當悔~歸正、使你們
 5:31 將悔~的心、和赦罪的恩、賜
 6:14 也要~變摩西所交給我們的規
11:18 邦人、叫他們悔~得生命了。
13:24 向以色列眾民宣講悔~的洗禮
17:30 如今卻吩咐各處的人都要悔~
19: 4 約翰所行的是悔~的洗、告訴
20:21 證明當向　神悔~、信靠我主
26:20 勸勉他們應當悔~歸向　神、
26:20 　神、行事與悔~的心相稱。
羅 2: 4 不曉得他的恩慈是領你悔~呢
 2: 5 你竟任著你剛硬不悔~的心、

林前15:51 是都要睡覺、乃是都要~變、
15:52 為不朽壞的、我們也要~變。

林後12:21 的事、不肯悔~、我就憂愁。
加 1: 7 們、要把基督的福音更~了。
 4:20 ~換口氣、因我為你們心裏作
弗 4:23 又要將你們的心志~換一新．
腓 3:21 將我們這卑賤的身體~變形狀
提後 2:25 或者　神給他們悔~的心、可
來 1:12 天地就都~變了．惟有你永不
 1:12 惟有你永不~變、你的年數沒
 6:17 格外顯明他的旨意是不更~的
 6:18 藉這兩件不更~的事、　神決
 7:12 祭司的職任既已更~、律法也
 7:12 既已更改、律法也必須更~。
雅 1:17 在他並沒有~變、也沒有轉動
彼後 3: 9 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
啟 2: 5 並要悔~、行起初所行的事．
 2: 5 你若不悔~、我就臨到你那裏
 2:16 所以你當悔~、若不悔改、我
 2:16 若不悔~、我就快臨到你那裏
 2:21 我曾給他悔~的機會、他卻不
 2:21 會、他卻不肯悔~他的淫行。
 2:22 若不悔~所行的、我也要叫他
 3: 3 並要悔~。若不儆醒、我必臨
 3:19 所以你要發熱心、也要悔~。
 9:20 仍舊不悔~自己手所作的、還
 9:21 又不悔~他們那些凶殺、邪術
16: 9 並不悔~將榮耀歸給　神。
16:11 上的　神、並不悔~所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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