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歸於 聖經(99次)

新約(31次)
福音書(5)
歷史書(4)
保羅書信(16)

馬太福音(3)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2)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4)
羅馬書(6) 哥林多前書(4) 哥林多後書(1) 加拉太書(2) 以弗所書(2) 腓立比書(0) 歌羅西書(0) 帖
撒羅尼迦前書(1) 帖撒羅尼迦後書(0) 提摩太前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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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雅各書(0) 彼得前書(0) 彼得後書(0) 約翰壹書(1)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0) 猶大
書(0)
啟示錄(5)

律法書(10)
歷史書(4)

預言書(5)

約書亞記(0) 士師記(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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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歷代志下(0)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2) 以斯帖記(0)

創世紀(3) 出埃及記(0) 利未記(0) 民數記(1) 申命記(6)
舊約(68次)

以賽亞書(10) 耶利米書(3)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6) 但以理書(4)
小先知書(5) 何西阿書(0) 約珥書(0) 阿摩司書(1) 俄巴底亞書(1) 約拿書(0) 彌迦書(0) 那鴻書(2) 哈巴穀

書(1)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23)
詩歌智慧書(26) 約伯記(5) 詩篇(16) 箴言(2) 傳道書(3) 雅歌(0)

創 3:19 你本是塵土、仍要~塵土。
41:35 城裏作食物、~法老的手下。
48: 6 他們可以~他們弟兄的名下得
民 2:34 ~本纛、安營起行．都是照耶
申15: 9 你求告耶和華、罪便~你了。
19:10 業的地上、流血的罪就~你。
22: 8 掉下來、流血的罪就~你家。
33: 7 引導他~本族．他曾用手為自
33:16 願這些福都~約瑟的頭上、歸
33:16 ~那與弟兄迥別之人的頂上。

代上10:14 殺、把國~耶西的兒子大衛。
12:18 我們是~你的、耶西的兒子阿
尼 4: 4 你使他們的毀謗~他們的頭上
11:36 幾班曾住在猶大地~便雅憫的
伯 3:16 ~無有、如同未見光的嬰孩。
 8:22 愧．惡人的帳棚、必~無有。
10: 9 一般．你還要使我~塵土麼。
19:10 我便~死亡．將我的指望如樹
20:26 他的財寶~黑暗．人所不吹的
詩 7: 5 使我的榮耀~灰塵。〔細拉〕
 7: 7 環繞你．願你從其上~高位。
 9: 6 連他們的名號、都~無有。
33:10 耶和華使列國的籌算~無有、
37:10 惡人要~無有．你就是細察他
37:10 細察他的住處、也要~無有。
59:13 以至~無有、叫他們知道　神
90: 3 你使人~塵土、說、你們世人
90:17 ~我們身上．願你堅立我們手
103:17 ~敬畏他的人、從亙古到永遠
103:17 他的公義、也~子子孫孫．
104:29 們的氣、他們就死亡~塵土。
104:35 願惡人~無有。我的心哪、要
119:25 我的性命幾乎~塵土．求你照
125: 5 出去受刑。願平安~以色列。
128: 6 女的兒女。願平安~以色列。
箴10:25 惡人~無有．義人的根基卻是
12: 7 ~無有．義人的家、必站得住
傳 3:20 都是出於塵土、也都~塵土。
12: 7 塵土仍~地、靈仍歸於賜靈的
12: 7 歸於地、靈仍~賜靈的　神。
賽15: 1 ~無有．一夜之間、摩押的基
15: 1 的基珥、變為荒廢、~無有．

16: 4 勒索人的~無有、毀滅的事止
19: 7 乾、莊稼被風吹去、~無有。
21:16 基達的一切榮耀必~無有．
24:11 為昏暗．地上的歡樂~無有。
24:16 榮耀~義人。我卻說、我消滅
34:12 卻無一個．首領也都~無有。
40:23 他使君王~虛無、使地上的審
45:16 抱愧蒙羞、都要一同~慚愧。
耶10:24 中懲治我、恐怕使我~無有。
47: 5 平原中所剩的亞實基倫~無有
49:10 舍、盡都滅絕、他也~無有。
結16: 8 你就~我．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21:13 若那藐視的杖~無有、怎麼樣
23: 4 他們都~我、生了兒女。論到
26:18 海中的群島見你~無有、就都
32:12 他們必使埃及的驕傲~無有．
35:10 這二國這二邦必~我、我必得
但 4:34 我的聰明復~我、我便稱頌至
 4:36 那時我的聰明復~我、為我國
 4:36 也都復~我、並且我的謀士和
11:19 障、卻要絆跌仆倒、~無有。
摩 5: 5 被擄掠、伯特利也必~無有。
俄 1:16 且喝且咽、他們就~無有。
鴻 1:12 ~無有。猶大阿、我雖然使你
 1:14 我必因你鄙陋使你~墳墓。
哈 2:13 ~虛空、不都是出於萬軍之耶
太21: 9 和散那~大衛的子孫、〔和散
21:15 和散那~大衛的子孫．就甚惱
28:19 作給他們施洗~父子聖靈的名
路 1:16 列人回轉、~主他們的　神。
20:14 我們殺他吧、使產業~我們。
徒 5:36 附從他的全都散了、~無有。
 7:60 不要將這罪~他們。說了這話
13:34 不再~朽壞、就這樣說、『我
15:14 們中間選取百姓~自己的名下
羅 4:14 信就~虛空、應許也就廢棄了
 7: 3 他若~別人、便叫淫婦．丈夫
 7: 3 雖然~別人、也不是淫婦。
 7: 4 叫你們~別人、就是歸於那從
 7: 4 就是~那從死裏復活的、叫我
11:36 ~他．願榮耀歸給他、直到永

林前 8: 6 我們也~他．並有一位主、就

13: 8 終必~無有．說方言之能、終
13: 8 必停止、知識也終必~無有。
13:10 來到、這有限的必~無有了。

林後 9:11 就藉著我們使感謝~　神。
加 1: 5 但願榮耀~　神直到永永遠遠
 3:17 的律法廢掉、叫應許~虛空。
弗 1:10 有的、都在基督裏面同~一。
 4:13 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一

帖前 3: 5 你們、叫我們的勞苦~徒然。
約壹 5: 8 水、與血這三樣也都~一。
啟 5: 9 中買了人來、叫他們~　神、
 5:10 ~　神．在地上執掌王權。
17: 8 又要~沉淪。凡住在地上名字
17:11 和那七位同列、並且~沉淪。
18:17 這麼大的富厚就~無有了。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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