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樣

聖經(164次)

新約(71次)
福音書(19)
歷史書(2)
保羅書信(31)
普通書信(11)
預言書(8)

各樣 gè yàng

馬太福音(9) 馬可福音(5) 路加福音(4) 約翰福音(1)
使徒行傳(2)
羅馬書(1) 哥林多前書(3) 哥林多後書(7) 加拉太書(0) 以弗所書(3) 腓立比書(1) 歌羅西書(4) 帖
撒羅尼迦前書(1) 帖撒羅尼迦後書(2) 提摩太前書(1) 提摩太後書(4) 提多書(3) 腓利門書(1)
希伯來書(8) 雅各書(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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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舊約(93次)
律法書(36)
歷史書(30)

創世紀(16) 出埃及記(11) 利未記(2) 民數記(3) 申命記(4)
約書亞記(1) 士師記(0)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1) 撒母耳記下(1) 列王記上(1) 列王記下(2) 歷代
志上(10) 歷代志下(6)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8) 以斯帖記(0)
詩歌智慧書(14) 約伯記(2) 詩篇(3) 箴言(2) 傳道書(4) 雅歌(3)
大先知書(11)
以賽亞書(0) 耶利米書(0)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3) 但以理書(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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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哈該書(2)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0)

創 1:21
1:21
1:28
1:30
2: 9
2:16
2:19
2:19
2:19
4:22
6:21
9:12
9:15
9:16
24:10
40:17
出 1:14
9:22
18:26
27:19
30:34
31: 3
31: 5
35:31
35:33
35:35
36: 1
利 7:14
19:23
民31:20
31:30
35: 3
申 6:11
7:15
28:61
34:11
書23:15
撒上 4: 8
撒下 6: 5
王上 7:14
王下 8: 9
12:12

和水中所滋生~有生命的動物 代上12:33
12:37
又造出~飛鳥、各從其類．
18:10
的鳥．和地上~行動的活物。
22:14
並~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
23:29
耶和華 神使~的樹從地裏長
28:13
園中~樹上的果子、你可以隨
28:14
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走獸
28:14
和空中~飛鳥、都帶到那人面
28:21
那人怎樣叫~的活物、那就是
28:21
他是打造~銅鐵利器的、〔或
你要拿~食物積蓄起來、好作 代下 2:14
15: 6
並你們這裏的~活物所立的永
16:14
和~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約、
23:13
記念我與地上~有血肉的活物
32:27
並帶些他主人~的財物、起身
36:10
有為法老烤的~食物、有飛鳥
尼
5:18
是作田間~的工、在一切的工
8:15
並田間~菜蔬上、都有冰雹。
9:25
裏、但~小事他們自己審判。
10:35
帳幕~用處的器具、並帳幕一
10:37
淨乳香、~要一般大的分量。
13:15
聰明、有知識、能作~的工、
13:16
能雕刻木頭、能作~的工。
13:20
聰明、知識、能作~的工．
伯
28:10
能雕刻木頭、能作~的巧工。
39: 8
能作~的工、無論是雕刻的工
叫他知道作聖所~使用之工的 詩105:35
107:18
從~的供物中、他要把一個餅
144:13
栽種~結果子的樹木、就要以
物、和~的木器、潔淨自己。 箴 1:13
24: 4
~牲畜中、每五十取一、交給
傳
2: 5
和~的牲畜、又可以安置他們
3:17
裝滿~美物、非你所裝滿的．
4: 4
你所知道埃及~的惡疾、他不
8: 6
沒有寫在這律法書上的~疾病
並他的全地、行~神蹟奇事。 歌 3: 6
4:14
華也必照樣使~禍患臨到你們
7:13
從前在曠野用~災殃擊打埃及
和華面前用松木製造的~樂器 結 8:10
14:11
善於~銅作．他來到所羅門王
28:13
馱著大馬色的~美物為禮物、
之處、以及修理殿的~使用。 但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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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用~兵器打仗、行伍整齊、不
1:17
拿著~兵器打仗的有十二萬人
3: 5
哈多蘭帶了金銀銅的~器皿來
3: 7
匠、和一切能作~工的巧匠．
3:10
的物、又管理~的升斗尺度．
3:15
與耶和華殿裏~的工作、並耶
11:43
以及~應用金器的分兩、和各
分兩、和~應用銀器的分兩． 該 2:14
2:17
為要辦理 神殿~的事．又有
在~的工作上、樂意幫助你． 太 4:23
4:24
又能想出~的巧工．請你派定
4:24
因為 神用~災難擾亂他們。
5:11
其床堆滿~馨香的香料、就是
9:35
用~的樂器、領人歌唱讚美、
10: 1
香料、盾牌、和~的寶器．
13:32
和耶和華殿裏~寶貴的器皿帶
13:47
多預備~的酒．雖然如此、我
22: 4
和~茂密樹的枝子取來、照著
充滿~美物的房屋、鑿成的水 可 1:34
4:32
和~樹上初熟的果子、都奉到
7:19
~樹上初熟的果子、新酒、與
11:11
和~的擔子、在安息日擔入耶
12:33
和~貨物、運進來、在安息日
路
4:13
和販賣~貨物的、一兩次住宿
9: 1
鑿出水道．親眼看見~寶物。
11:42
的草場．他尋找~青綠之物。
21:29
吃盡了他們地上~的菜蔬、和
他們心裏厭惡~的食物、就臨 約19:28
能出~的糧食、我們的羊、在 徒10:12
13:10
我們必得~寶物、將所擄來的
中因知識充滿~美好寶貴的財 羅 1:29
園囿、在其中栽種~果木樹、 林前13: 2
13: 2
~事務、一切工作、都有定時
14: 2
和~靈巧的工作、就被鄰舍嫉
~事務成就、都有時候和定理 林後 1: 3
1: 4
並商人~香粉薰的、是誰呢。
6: 4
並~乳香木、沒藥、沉香與一
9: 8
我們的門內有~新陳佳美的果
9: 8
在四面牆上畫著~爬物、和可
10:
5
不再因~的罪過玷污自己、只
10: 5
佩戴~寶石、就是紅寶石、紅
通達~學問、知識聰明俱備、 弗 1: 3

1

神在~文字學問上、〔學問
但以理又明白~的異象和夢兆
和~樂器的聲音、就當俯伏敬
瑟和~樂器的聲音、就都俯伏
和~樂器聲音的、都當俯伏敬
和~樂器的聲音、若俯伏敬拜
和~的寶物．呂彼亞人、和古
他們手下的~工作、都是如此
在你們手下的~工作上、我以
的福音、醫治百姓~的病症。
就是害~疾病、各樣疼痛的、
~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癲癇
捏造~壞話毀謗你們、你們就
國的福音、又醫治~的病症。
趕逐污鬼、並醫治~的病症。
卻比~的菜都大、且成了樹、
像網撒在海裏、聚攏~水族。
~都齊備．請你們來赴席。
耶穌治好了許多害~病的人、
比~的菜都大、又長出大枝來
說、~的食物、都是潔淨的。
周圍看了~物件．天色已晚、
切燔祭、和~祭祀、好的多。
魔鬼用完了~的試探、就暫時
制伏一切的鬼、醫治~的病。
並~菜蔬、獻上十分之一、那
你們看無花果樹、和~的樹．
耶穌知道~的事已經成了、為
裏面有地上~四足的走獸、和
你這充滿~詭詐奸惡、魔鬼的
裝滿了~不義、邪惡、貪婪、
也明白~的奧祕、各樣的知識
~的知識．而且有全備的信、
心靈裏、卻是講說~的奧祕。
慈悲的父、賜~安慰的 神．
慰、去安慰那遭~患難的人。
反倒在~的事上、表明自己是
神能將~的恩惠、多多的加
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善事．
將~的計謀、各樣攔阻人認識
~攔阻人認識 神的那些自高
曾賜給我們天上~屬靈的福氣
各樣 gè yàng

各樣 gè yàng
4: 8
4:14
腓 1: 9
西 1:11
2:10
3:16
3:16
帖前 5:22
帖後 2: 9
2:10
提前 5:10
提後 2:21
3: 6
3:17
4: 2
多 1:16
3: 1
3: 3
門 1: 6
來 6: 2
6:16
8: 5
9:19
9:21
10:32
12: 1
13:21
雅 1:17
1:17
3:16
啟 9: 4
11: 6
18: 2
18: 2
18:12
18:12
18:12
21:19

仇敵、將~的恩賜賞給人。』
飄來飄去、就隨從~的異端．
在知識和~見識上、多而又多
得以在~的力上加力、好叫你
他是~執政掌權者的元首．
當用~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
豐富富的存在心裏以~的智慧
~的惡事要禁戒不作。
行~的異能神蹟、和一切虛假
行~出於不義的詭詐．因他們
濟遭難的人、竭力行~善事。
合乎主用、預備行~的善事。
擔負罪惡、被~的私慾引誘．
得以完全、預備行~的善事。
~的教訓、責備人、警戒人、
的、在~善事上是可廢棄的。
遵他的命、預備行~的善事．
服事~私慾和宴樂、常存惡毒
使人知道你們~善事都是為基
~洗禮、按手之禮、死人復活
起誓為實據、了結~的爭論。
作~的物件、都要照著在山上
將~誡命傳給眾百姓、就拿朱
把血灑在帳幕、和~器皿上。
後、所忍受大爭戰的~苦難．
就當放下~的重擔、脫去容易
在~善事上、成全你們、叫你
~美善的恩賜、和各樣全備的
和~全備的賞賜、都是從上頭
在何處有擾亂、和~的壞事。
和~青物、並一切樹木、惟獨
能隨時隨意用~的災殃攻擊世
和~污穢之靈的巢穴、〔或作
並~污穢可憎之雀鳥的巢穴。
~香木、各樣象牙的器皿、各
~象牙的器皿、各樣極寶貴的
~極寶貴的木頭和銅、鐵、漢
城牆的根基是用~寶石修飾的

aBibleTool v0.94.2008.10

2

各樣 gè yà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