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 圣经(142次)

新约(76次)
福音书(9)
历史书(3)
保罗书信(53)

马太福音(2) 马可福音(1) 路加福音(5) 约翰福音(1)
使徒行传(3)
罗马书(9) 哥林多前书(9) 哥林多后书(8) 加拉太书(2) 以弗所书(4) 腓立比书(2) 歌罗西书(7) 帖
撒罗尼迦前书(4) 帖撒罗尼迦后书(3) 提摩太前书(3) 提摩太后书(1) 提多书(0) 腓利门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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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3) 希伯来书(1) 雅各书(0) 彼得前书(1) 彼得后书(1) 约翰壹书(0)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0)
启示录(8)

律法书(10)
历史书(35)

预言书(8)

约书亚记(0) 士师记(4)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16) 撒母耳记下(0) 列王记上(0) 列王记下(4) 历
代志上(2) 历代志下(8)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1) 以斯帖记(0)

创世纪(0) 出埃及记(3) 利未记(5) 民数记(2) 申命记(0)
旧约(66次)

以赛亚书(1) 耶利米书(5)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0) 但以理书(2)
小先知书(3) 何西阿书(1) 约珥书(0) 阿摩司书(1)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1) 弥迦书(0)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8)
诗歌智慧书(10) 约伯记(0) 诗篇(9) 箴言(1) 传道书(0) 雅歌(0)

出35:21 凡心里受~、和甘心乐意的、
35:26 凡有智慧心里受~的妇女、就
36: 2 而且受~前来作这工的、摩西
利 7:12 他若为~谢献上、就要用调油
 7:12 作的饼、与~谢祭一同献上。
 7:13 和为~谢献的平安祭、与供物
 7:15 为~谢献平安祭牲的肉、要在
22:29 你们献~谢祭给耶和华、要献
民11:25 他们就受~说话、以后却没有
11:29 惟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说话
士13:25 中间、耶和华的灵才~动他。
14: 6 耶和华的灵大大~动参孙、他
14:19 耶和华的灵大大~动参孙、他
15:14 耶和华的灵大大~动参孙、他

撒上10: 5 弹琴的、他们都受~说话。
10: 6 耶和华的灵必大大~动你、你
10: 6 你就与他们一同受~说话．你
10:10 　神的灵大大~动他、他就在
10:10 他、他就在先知中受~说话。
10:11 看见他和先知一同受~说话、
10:13 扫罗受~说话已毕、就上丘坛
10:26 有　神~动的一群人跟随他。
11: 6 就被　神的灵大大~动、甚是
16:13 耶和华的灵就大大~动大卫．
19:20 的人见有一班先知都受~说话
19:20 人、也受　神的灵~动说话。
19:21 他们也受~说话。扫罗第三次
19:21 打发人去、他们也受~说话。
19:23 　神的灵也~动他、一面走、
19:24 在撒母耳面前受~说话、一昼

王下 2: 9 愿~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
 2: 9 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动我。
 2:15 ~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
 2:15 感动以利亚的灵~动以利沙了

代上12:18 那时　神的灵~动那三十个勇
28:12 又将被灵~动所得的样式、就

代下 5:13 赞美~谢耶和华．吹号、敲钹
15: 1 　神的灵~动俄德的儿子亚撒
18:31 他．　神又~动他们离开他。
24:20 那时　神的灵~动祭司耶何耶
29:31 前来把祭物和~谢祭奉到耶和
29:31 会众就把祭物和~谢祭奉来、

30:12 　神也~动犹大人、使他们一
33:16 ~谢祭、吩咐犹大人事奉耶和
尼 7: 5 我的　神~动我心、招聚贵胄
诗50:14 你们要以~谢为祭献与　神．
50:23 凡以~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
56:12 身上．我要将~谢祭献给你。
69:30 　神的名、以~谢称他为大。
95: 2 我们要来~谢他、用诗歌向他
100: 4 院．当~谢他、称颂他的名。
107:22 愿他们以~谢为祭献给他、欢
116:17 我要以~谢为祭献给你、又要
147: 7 你们要以~谢向耶和华歌唱、
箴27:17 朋友相~、〔原文作磨朋友的
赛51: 3 快乐、~谢、和歌唱的声音。
耶15:17 我因你的~动、〔感动原文作
15:17 ~动原文作手〕独自静坐．因
17:26 并~谢祭、到耶和华的殿去。
30:19 必有~谢和欢乐的声音、从其
33:11 又有奉~谢祭到耶和华殿中之
但 2:23 我~谢你、赞美你、因你将智
 6:10 前、祷告~谢、与素常一样。
何 9: 7 受灵~的是狂妄．）皆因他们
摩 4: 5 任你们献有酵的~谢祭、把甘
拿 2: 9 但我必用~谢的声音献祭与你
太11:25 我~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
22:43 大卫被圣灵~动、怎么还称他
可12:36 大卫被圣灵~动说、『主对我
路 2:27 他受了圣灵的~动、进入圣殿
10:21 耶稣被圣灵~动就欢乐、说、
10:21 我~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
17:16 又俯伏在耶稣脚前~谢他．这
18:11 我~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
约11:41 我~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
徒21: 4 他们被圣灵~动、对保罗说、
24: 3 们随时随地、满心~谢不尽。
28:15 们、就~谢　神、放心壮胆。
罗 1: 8 为你们众人~谢我的　神．因
 1:21 也不~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
 6:17 ~谢　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
 7:25 ~谢　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
 9: 1 有我良心被圣灵~动、给我作
14: 6 因他~谢　神．不吃的人、是

14: 6 是为主不吃的、也~谢　神。
16: 4 不但我~谢他们、就是外邦的
16: 4 外邦的众教会、也~谢他们．

林前 1: 4 我常为你们~谢我的　神、因
 1:14 我~谢　神、除了基利司布并
 7:40 也想自己是被　神的灵~动了
12: 3 被　神的灵~动的、没有说耶
12: 3 若不是被圣灵~动的、也没有
14:16 怎能在你~谢的时候说阿们呢
14:17 你~谢的固然是好、无奈不能
14:18 我~谢　神、我说方言比你们
15:57 ~谢　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

林后 2:14 ~谢　神、常帅领我们在基督
 4:15 ~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与
 6: 6 圣灵的~化、无伪的爱心、
 8:16 ~动提多的心、叫他待你们殷
 9:11 就借着我们使~谢归于　神。
 9:12 而且叫许多人越发~谢　神。
 9:15 ~谢　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
13:14 圣灵的~动、常与你们众人同
加 2: 8 那~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
 2: 8 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作使
弗 1:16 就为你们不住的~谢　神、祷
 2:18 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
 5: 4 都不相宜、总要说~谢的话。
 5:20 基督的名、常常~谢父　神。
腓 1: 3 想念你们、就~谢我的　神．
 4: 6 和~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
西 1: 3 我们~谢　神我们主耶稣基督
 1:12 又~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
 2: 7 教训、~谢的心也更增长了。
 3:15 归为一体．且要存~谢的心。
 3:16 互相劝戒心被恩~歌颂　神。
 3:17 稣的名、借着他~谢父　神。
 4: 2 要恒切祷告、在此儆醒~恩．

帖前 1: 2 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谢　神
 2:13 我们也不住的~谢　神、因你
 3: 9 可用何等的~谢、为你们报答
 5:19 不要消灭圣灵的~动．

帖后 1: 3 我们该为你们常常~谢　神、
 2:13 我们本该常为你们~谢　神．
 2:13 又被圣灵~动成为圣洁、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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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 1:12 我~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
 4: 3 白真道的人、~谢着领受的。
 4: 4 若~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

提后 1: 3 我~谢　神、就是我接续祖先
门 1: 4 到你、常为你~谢我的　神．
来12:28 就当~恩、照　神所喜悦的、
彼前 3: 1 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化过来
彼后 1:21 乃是人被圣灵~动说出　神的
启 1:10 当主日我被圣灵~动、听见在
 4: 2 我立刻被圣灵~动、见有一个
 4: 9 ~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
 7:12 ~谢、尊贵、权柄、大力、都
11:17 我们~谢你、因你执掌大权作
17: 3 我被圣灵~动、天使带我到旷
21:10 我被圣灵~动、天使就带我到
22: 6 主就是众先知被~之灵的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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