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理 圣经(100次)

新约(14次)
福音书(7)
历史书(2)
保罗书信(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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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法书(14)
历史书(60)

预言书(0)

约书亚记(0) 士师记(8)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1) 撒母耳记下(0) 列王记上(5) 列王记下(2) 历代
志上(16) 历代志下(7)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20) 以斯帖记(1)

创世纪(7) 出埃及记(1) 利未记(0) 民数记(3) 申命记(3)
旧约(86次)

以赛亚书(0) 耶利米书(2)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0) 但以理书(5)
小先知书(1) 何西阿书(0) 约珥书(0) 阿摩司书(0)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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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7)
诗歌智慧书(4) 约伯记(0) 诗篇(2) 箴言(1) 传道书(1) 雅歌(0)

创 1:18 ~昼夜、分别明暗．　神看着
 1:26 使他们~海里的鱼、空中的鸟
 1:28 也要~海里的鱼、空中的鸟．
24: 2 亚伯拉罕对~他全业最老的仆
39: 4 并且主人派他~家务、把一切
39: 5 自从主人派约瑟~家务、和他
41:34 又派官员~这地．当七个丰年
出18:21 五十夫长、十夫长、~百姓．
民 7: 2 派的首领、~那些被数的人。
11:11 竟把这~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
11:14 ~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
申 1: 9 ~你们的重任、我独自担当不
 1:12 和~你们的重任、并你们的争
 1:15 五十夫长、十夫长、~你们。
士 8:22 手、愿你和你的儿孙~我们。
 8:23 我不~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
 8:23 我的儿子也不~你们．惟有耶
 8:23 理你们．惟有耶和华~你们。
 9: 2 力的众子七十人都~你们好呢
 9: 2 还是一人~你们好呢．你们又
 9: 8 ~他们、就去对橄榄树说、请
 9:22 亚比米勒~以色列人三年。

撒上11:12 那说扫罗岂能~我们的、是谁
王上 4:10 希悉、他~梭哥和希弗全地．

 4:13 他~在基列的玛拿西子孙睚珥
 4:19 有乌利的儿子基别一人~。
 4:24 所罗门~大河西边的诸王、以
16: 9 有~他一半战车的臣子心利背

王下15: 5 他的儿子约坦~家事、治理国
25:19 又从城中拿住一个~兵丁的官

代上 6:31 派人在耶和华殿中~歌唱的事
 9:11 还有~　神殿希勒家的儿子亚
 9:19 都~使用之工、并守会幕的门
 9:19 他们的祖宗曾~耶和华的营盘
 9:20 以利亚撒的儿子非尼哈~他们
 9:28 有~使用器皿的、按着数目拿
 9:29 又有人~器具、和圣所的器皿
 9:31 他紧要的职任是~盘中烤的物
 9:32 有~陈设饼的、每安息日预备
12: 4 他在三十人中是勇士~他们、
23: 4 ~耶和华殿的事．有六千人作
23:29 并~陈设饼、素祭的细面、或

23:29 的物、又~各样的升斗尺度．
26:29 长和士师、~以色列的外事。
27: 6 ~那三十人．他班内又有他儿
27:16 ~以色列众支派的记在下面．

代下19:11 有大祭司亚玛利雅~你们．凡
19:11 实玛利的儿子西巴第雅~你们
26:21 他儿子约坦~家事、治理国民
28: 7 和~王宫的押斯利甘、并宰相
31:13 是希西家王和~　神殿的亚撒
32: 6 设立军长~百姓、将他们招聚
35: 8 又有~　神殿的希勒家、撒迦
尼 2: 8 通知~王园林的亚萨、使他给
 3: 9 其次是~耶路撒冷一半、户珥
 3:12 其次是~耶路撒冷那一半、哈
 3:14 ~伯哈基琳、利甲的儿子玛基
 3:15 ~米斯巴、各荷西的儿子沙仑
 3:16 其次是~伯夙一半、押卜的儿
 3:17 其次是~基伊拉一半、哈沙比
 3:18 ~基伊拉那一半、希拿达的儿
 3:19 其次是~米斯巴、耶书亚的儿
 7: 2 ~耶路撒冷．因为哈拿尼雅是
11:11 还有~　神殿的西莱雅、西莱
11:16 和约撒拔、~　神殿的外事。
11:21 斐勒．西哈和基斯帕~他们。
11:22 ~　神殿事务、的是歌唱者亚
12: 8 尼和他的弟兄、~称谢的事。
12:42 声歌唱、伊斯拉希雅~他们。
12:44 当日派人~库房、将举祭、初
13: 4 先是蒙派~我们　神殿中库房
13:13 和利未人毗大雅作库官~库房
13:19 我又派我几个仆人~城门、免
斯 8: 2 以斯帖派末底改~哈曼的家产
诗 8: 6 你派他~你手所造的、使万物
22:28 是耶和华的．他是~万国的。
箴26:17 ~不干己的争竞、好像人揪住
传 2:19 他竟要~我劳碌所得的、就是
耶40:11 子亚希甘的儿子基大利~他们
52:25 又从城中拿住一个~兵丁的官
但 1:11 但以理对太监长所派~但以理
 2:48 派他~巴比伦全省、又立他为
 2:49 ~巴比伦省的事务、只是但以
 3:12 就是王所派~巴比伦省事务的

 5:23 气息、~你一切行动的　神．
亚 3: 7 你就可以~我的家、看守我的
太24:45 ~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
24:47 主人要派他~一切所有的。
25:21 我要把许多事派你~．可以进
25:23 我要把许多事派你~．可以进
路12:42 主人派他~家里的人、按时分
12:44 主人要派他~一切所有的。
约17: 2 ~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
徒 6: 2 去~饭食、原是不合宜的。
 6: 3 的人、我们就派他们~这事。

提前 3: 4 好好~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
 3: 5 人若不知道~自己的家、焉能
 3:12 夫、好好~儿女和自己的家。
 5:17 那善于~教会的长老、当以为
来 2: 7 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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