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 聖經(102次)

新約(14次)
福音書(1)
歷史書(1)
保羅書信(10)

馬太福音(0)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1)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1)
羅馬書(1) 哥林多前書(3) 哥林多後書(3) 加拉太書(0) 以弗所書(1) 腓立比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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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摩太後書(0) 提多書(0) 腓利門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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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2) 希伯來書(1) 雅各書(0) 彼得前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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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歷史書(12)

預言書(0)

約書亞記(0) 士師記(2)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0) 撒母耳記下(0) 列王記上(0) 列王記下(0) 歷代
志上(0) 歷代志下(1) 以斯拉記(7) 尼希米記(2) 以斯帖記(0)

創世紀(3) 出埃及記(5) 利未記(5) 民數記(2) 申命記(7)
舊約(88次)

以賽亞書(6) 耶利米書(3)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結書(3)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11) 何西阿書(5) 約珥書(1) 阿摩司書(1)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1)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1) 撒迦利亞書(2)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13)
詩歌智慧書(30) 約伯記(4) 詩篇(14) 箴言(10) 傳道書(0) 雅歌(2)

創27:28 願　神賜你天上的~露、地上
27:39 住、天上的~露必為你所得．
46:30 道你還在、就是死我也~心。
出 2:21 摩西~心和那人同住．那人把
25: 2 凡~心樂意的、你們就可以收
35:21 和~心樂意的、都拿耶和華的
35:29 凡~心樂意獻禮物給耶和華的
36: 3 晨、還把~心獻的禮物拿來。
利 7:16 或是~心獻的、必在獻祭的日
22:18 是~心獻的、就是獻給耶和華
22:21 或是作~心獻的、所獻的必純
22:23 只可作~心祭獻上、用以還願
23:38 並~心獻給耶和華的以外。
民15: 3 或是作~心祭、或是逢你們節
29:39 並~心所獻的以外、作為你們
申12: 6 ~心祭、以及牛群羊群中頭生
12:17 ~心獻的、或是手中的舉祭、
16:10 手裏拿著~心祭、獻在耶和華
23:23 ~心所獻的、要照你向耶和華
32: 2 嫩草上、如~霖降在菜蔬中。
33:13 ~露、以及地裏所藏的泉水．
33:28 新酒之地、他的天也滴~露。
士 5: 2 百姓也~心犧牲自己、你們應
 5: 9 他們在民中~心犧牲自己．你

代下29:31 凡~心樂意的也將燔祭奉來。
拉 1: 4 冷　神的殿、~心獻上禮物。
 1: 6 手〕另外還有~心獻的禮物。
 2:68 便為　神的殿~心獻上禮物、
 3: 5 又向耶和華獻各人的~心祭。
 7:13 凡~心上耶路撒冷去的、我降
 7:15 就是王和謀士~心獻給住耶路
 8:28 金銀是~心獻給耶和華你們列
尼 8:10 喝~甜的、有不能預備的、就
11: 2 凡~心樂意住在耶路撒冷的、
伯20:12 他口內雖以惡為~甜、藏在舌
21:33 他要以谷中的土塊為~甜、在
24:20 覺得~甜．他不再被人記念．
36:16 擺在你席上的、必滿有肥~。
詩19:10 比蜜~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
19:10 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甜。
36: 8 他們必因你殿裏的肥~、得以
54: 6 我要把~心祭獻給你．耶和華

55:14 以為~甜．我們與群眾在　神
65:10 降~霖、使地軟和．其中發長
72: 6 的草地上、如~霖滋潤田地。
104:34 願他以我的默念為~甜．我要
110: 3 ~心犧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
110: 3 你的民多如清晨的~露。〔或
110: 3 作你少年時光耀如清晨的~露
119:103你的言語在我上膛何等~美．
133: 3 又好比黑門的~露、降在錫安
141: 6 要聽我的話、因為這話~甜。
箴 3:20 深淵裂開、使天空滴下~露。
13:19 心覺~甜．遠離惡事、為愚昧
16:24 使心覺~甜、使骨得醫治。
19:12 他的恩典、卻如草上的~露。
20:17 人覺~甜．但後來他的口、必
23: 8 你所說的~美言語、也必落空
24:13 吃蜂房下滴的蜜、便覺~甜。
27: 7 饑餓了、一切苦物都覺~甜。
27: 9 誠實的勸教、也是如此~美。
31:13 找羊羢和麻、~心用手作工．
歌 2: 3 嘗他果子的滋味覺得~甜。
 5:16 他的口極其~甜．他全然可愛
賽 1:19 你們若~心聽從、必吃地上的
25: 6 必為萬民用肥~設擺筵席、用
25: 6 用陳酒和滿髓的肥~、並澄清
26:19 因你的~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
26:19 因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露
55: 2 美物、得享肥~、心中喜樂。
耶 3: 3 因此~霖停止、春〔原文作晚
 6:20 或作~蔗〕奉來給我有何益呢
14:22 天能自降~霖麼．耶和華我們
哀 3:33 因他並不~心使人受苦、使人
結34:26 雨落下．必有福如~霖而降。
46:12 王預備~心獻的燔祭、或平安
46:12 就是向耶和華~心獻的、當有
何 6: 3 他必臨到我們像~雨、像滋潤
 6: 4 晨的雲霧、又如速散的~露。
13: 3 又如速散的~露、像場上的糠
14: 4 ~心愛他們、因為我的怒氣向
14: 5 我必向以色列如~露、他必如
珥 2:23 為你們降下~霖、就是秋雨、
摩 4: 5 把~心祭宣傳報告給眾人．因

彌 5: 7 又如~霖降在草上．不仗賴人
該 1:10 天就不降~露、地也不出土產
亞 8:12 天也必降~露．我要使這餘剩
10: 1 他必為眾人降下~霖、使田園
路22:33 下監、同你受死、也是~心。
徒17:11 ~心領受這道、天天考查聖經
羅12: 8 殷勤．憐憫人的、就當~心。
林前 9:17 我若~心作這事、就有賞賜．

 9:17 若不~心、責任卻已經託付我
 9:19 然而我~心作了眾人的僕人、

林後 8: 3 力量、自己~心樂意的捐助．
11:19 明人、就能~心忍耐愚妄人。
12:15 我也~心樂意為你們的靈魂費
弗 6: 7 ~心事奉、好像服事主、不像
提前 6:18 ~心施捨、樂意供給人、〔供
門 1:14 是出於勉強、乃是出於~心。
來10:34 也~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
彼前 5: 2 乃是出於~心．也不是因為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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