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理 聖經(100次)

新約(14次)
福音書(7)
歷史書(2)
保羅書信(4)

馬太福音(4)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2) 約翰福音(1)
使徒行傳(2)
羅馬書(0) 哥林多前書(0) 哥林多後書(0) 加拉太書(0) 以弗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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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摩太後書(0)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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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1) 希伯來書(1) 雅各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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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律法書(14)
歷史書(60)

預言書(0)

約書亞記(0) 士師記(8)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1) 撒母耳記下(0) 列王記上(5) 列王記下(2) 歷代
志上(16) 歷代志下(7)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20) 以斯帖記(1)

創世紀(7) 出埃及記(1) 利未記(0) 民數記(3) 申命記(3)
舊約(86次)

以賽亞書(0) 耶利米書(2)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0) 但以理書(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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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7)
詩歌智慧書(4) 約伯記(0) 詩篇(2) 箴言(1) 傳道書(1) 雅歌(0)

創 1:18 ~晝夜、分別明暗．　神看著
 1:26 使他們~海裏的魚、空中的鳥
 1:28 也要~海裏的魚、空中的鳥．
24: 2 亞伯拉罕對~他全業最老的僕
39: 4 並且主人派他~家務、把一切
39: 5 自從主人派約瑟~家務、和他
41:34 又派官員~這地．當七個豐年
出18:21 五十夫長、十夫長、~百姓．
民 7: 2 派的首領、~那些被數的人。
11:11 竟把這~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
11:14 ~這百姓的責任太重了、我獨
申 1: 9 ~你們的重任、我獨自擔當不
 1:12 和~你們的重任、並你們的爭
 1:15 五十夫長、十夫長、~你們。
士 8:22 手、願你和你的兒孫~我們。
 8:23 我不~你們、我的兒子也不管
 8:23 我的兒子也不~你們．惟有耶
 8:23 理你們．惟有耶和華~你們。
 9: 2 力的眾子七十人都~你們好呢
 9: 2 還是一人~你們好呢．你們又
 9: 8 ~他們、就去對橄欖樹說、請
 9:22 亞比米勒~以色列人三年。

撒上11:12 那說掃羅豈能~我們的、是誰
王上 4:10 希悉、他~梭哥和希弗全地．

 4:13 他~在基列的瑪拿西子孫睚珥
 4:19 有烏利的兒子基別一人~。
 4:24 所羅門~大河西邊的諸王、以
16: 9 有~他一半戰車的臣子心利背

王下15: 5 他的兒子約坦~家事、治理國
25:19 又從城中拿住一個~兵丁的官

代上 6:31 派人在耶和華殿中~歌唱的事
 9:11 還有~　神殿希勒家的兒子亞
 9:19 都~使用之工、並守會幕的門
 9:19 他們的祖宗曾~耶和華的營盤
 9:20 以利亞撒的兒子非尼哈~他們
 9:28 有~使用器皿的、按著數目拿
 9:29 又有人~器具、和聖所的器皿
 9:31 他緊要的職任是~盤中烤的物
 9:32 有~陳設餅的、每安息日預備
12: 4 他在三十人中是勇士~他們、
23: 4 ~耶和華殿的事．有六千人作
23:29 並~陳設餅、素祭的細麵、或

23:29 的物、又~各樣的升斗尺度．
26:29 長和士師、~以色列的外事。
27: 6 ~那三十人．他班內又有他兒
27:16 ~以色列眾支派的記在下面．

代下19:11 有大祭司亞瑪利雅~你們．凡
19:11 實瑪利的兒子西巴第雅~你們
26:21 他兒子約坦~家事、治理國民
28: 7 和~王宮的押斯利甘、並宰相
31:13 是希西家王和~　神殿的亞撒
32: 6 設立軍長~百姓、將他們招聚
35: 8 又有~　神殿的希勒家、撒迦
尼 2: 8 通知~王園林的亞薩、使他給
 3: 9 其次是~耶路撒冷一半、戶珥
 3:12 其次是~耶路撒冷那一半、哈
 3:14 ~伯哈基琳、利甲的兒子瑪基
 3:15 ~米斯巴、各荷西的兒子沙崙
 3:16 其次是~伯夙一半、押卜的兒
 3:17 其次是~基伊拉一半、哈沙比
 3:18 ~基伊拉那一半、希拿達的兒
 3:19 其次是~米斯巴、耶書亞的兒
 7: 2 ~耶路撒冷．因為哈拿尼雅是
11:11 還有~　神殿的西萊雅、西萊
11:16 和約撒拔、~　神殿的外事。
11:21 斐勒．西哈和基斯帕~他們。
11:22 ~　神殿事務、的是歌唱者亞
12: 8 尼和他的弟兄、~稱謝的事。
12:42 聲歌唱、伊斯拉希雅~他們。
12:44 當日派人~庫房、將舉祭、初
13: 4 先是蒙派~我們　神殿中庫房
13:13 和利未人毗大雅作庫官~庫房
13:19 我又派我幾個僕人~城門、免
斯 8: 2 以斯帖派末底改~哈曼的家產
詩 8: 6 你派他~你手所造的、使萬物
22:28 是耶和華的．他是~萬國的。
箴26:17 ~不干己的爭競、好像人揪住
傳 2:19 他竟要~我勞碌所得的、就是
耶40:11 子亞希甘的兒子基大利~他們
52:25 又從城中拿住一個~兵丁的官
但 1:11 但以理對太監長所派~但以理
 2:48 派他~巴比倫全省、又立他為
 2:49 ~巴比倫省的事務、只是但以
 3:12 就是王所派~巴比倫省事務的

 5:23 氣息、~你一切行動的　神．
亞 3: 7 你就可以~我的家、看守我的
太24:45 ~家裏的人、按時分糧給他們
24:47 主人要派他~一切所有的。
25:21 我要把許多事派你~．可以進
25:23 我要把許多事派你~．可以進
路12:42 主人派他~家裏的人、按時分
12:44 主人要派他~一切所有的。
約17: 2 ~凡有血氣的、叫他將永生賜
徒 6: 2 去~飯食、原是不合宜的。
 6: 3 的人、我們就派他們~這事。

提前 3: 4 好好~自己的家、使兒女凡事
 3: 5 人若不知道~自己的家、焉能
 3:12 夫、好好~兒女和自己的家。
 5:17 那善於~教會的長老、當以為
來 2: 7 並將你手所造的都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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