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歸與 聖經(99次)

新約(39次)
福音書(4)
歷史書(0)
保羅書信(24)

馬太福音(0)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4)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0)
羅馬書(3) 哥林多前書(1) 哥林多後書(4) 加拉太書(1) 以弗所書(3) 腓立比書(3) 歌羅西書(1) 帖
撒羅尼迦前書(1) 帖撒羅尼迦後書(1) 提摩太前書(2) 提摩太後書(2) 提多書(1) 腓利門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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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3) 希伯來書(0) 雅各書(0) 彼得前書(2) 彼得後書(0) 約翰壹書(0)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0) 猶大
書(1)
啟示錄(8)

律法書(21)
歷史書(7)

預言書(8)

約書亞記(0) 士師記(2)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3) 撒母耳記下(0) 列王記上(0) 列王記下(1) 歷代
志上(1) 歷代志下(0)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0)

創世紀(2) 出埃及記(0) 利未記(8) 民數記(9) 申命記(2)
舊約(60次)

以賽亞書(3) 耶利米書(0) 耶利米哀歌(2) 以西結書(14) 但以理書(5)
小先知書(5) 何西阿書(0) 約珥書(0) 阿摩司書(0)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1) 彌迦書(1)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2) 瑪拉基書(1)

大先知書(24)
詩歌智慧書(3) 約伯記(0) 詩篇(3) 箴言(0) 傳道書(0) 雅歌(0)

創23:18 都定準~亞伯拉罕、乃是他在
23:20 人定準、~亞伯拉罕作墳地。
利 5:13 麵、都~祭司、和素祭一樣。
16: 8 一鬮~耶和華、一鬮歸與阿撒
16: 8 與耶和華、一鬮~阿撒瀉勒。
16: 9 亞倫要把那拈鬮~耶和華的羊
16:10 但那拈鬮~阿撒瀉勒的羊、要
16:10 人送到曠野去、~阿撒瀉勒。
16:26 那放羊~阿撒瀉勒的人、要洗
18:21 ~摩洛．也不可褻瀆你　神的
民 5: 7 五分之一、也~所虧負的人。
 5: 8 所賠還的就要~服事耶和華的
 5: 9 給祭司的舉祭、都要~祭司。
15:40 成為聖潔、~你們的　神。
18:13 也都要~你．你家中的潔淨人
18:14 以色列中一切永獻的都必~你
31:27 一半~出去打仗的精兵、一半
31:27 打仗的精兵、一半~全會眾。
31:41 就是~耶和華的舉祭、交給祭
申28:32 你的兒女必~別國的民、你的
32: 3 你們要將大德~我們的　神。
士 9:24 ~他們的哥哥亞比米勒．又叫
 9:24 ~幫助他殺弟兄的示劍人。

撒上 1:11 我必使他終身~耶和華、不用
 1:28 所以我將這孩子~耶和華、使
 1:28 使他終身~耶和華。於是在那

王下16: 6 亞蘭王利汛收回以拉他~亞蘭
代上12:23 將掃羅的國位~大衛、他們的
詩115: 1 榮耀不要~我們、不要歸與我
115: 1 不要~我們．要因你的慈愛和
129: 8 ~你們．我們奉耶和華的名、
賽57:19 願平安康泰~遠處的人、也歸
57:19 也~近處的人．並且我要醫治
61: 7 永遠之樂必~你們．〔原文作
哀 5: 2 ~外邦人．我們的房屋、歸與
 5: 2 人．我們的房屋、~外路人。
結 7: 3 我必使我的怒氣~你、也必按
16:21 女殺了、使他們經火~他麼。
36: 3 好叫你~其餘的外邦人為業、
45: 4 要~供聖所職事的祭司、就是
45: 5 要~在殿中供職的利未人、作
46:17 到自由之年仍要~王．至於王

46:17 於王的產業、必~他的兒子。
47:22 ~自己和你們中間寄居的外人
48:10 這聖供地要~祭司、北長二萬
48:11 這地要~撒督的子孫中成為聖
48:12 這要~他們為供地、是全地中
48:14 初熟之物也不可~別人、因為
48:21 兩邊的餘地要~王．供地東邊
48:22 和便雅憫兩界中間、要~王。
但 4:19 願這夢~恨惡你的人、講解歸
 4:19 惡你的人、講解~你的敵人。
 5:23 卻沒有將榮耀~那手中有你氣
 5:28 國分裂、~瑪代人和波斯人。
11: 4 被拔出、~他後裔之外的人。
拿 1:14 不要使流無辜血的罪~我們．
彌 4: 8 民原文作女子〕必~你。
亞 4: 7 恩惠、~這殿。〔殿或作石〕
 9: 7 ~我們的　神．必在猶大像族
瑪 2: 2 將榮耀~我的名、我就使咒詛
路 2:14 在至高之處榮耀~　神、在地
 2:14 在地上平安~他所喜悅的人。
 2:14 的人。〔有古卷作喜悅~人〕
10: 6 到那家、不然、就~你們了。
羅 1: 7 神、並主耶穌基督、~你們。
15: 7 納你們一樣、使榮耀~　神。
16:27 耀因耶穌基督~獨一全智的

林前 1: 3 父、並主耶穌基督、~你們。
林後 1: 2 我們的父和主耶穌基督~你們

 1: 3 願頌讚~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
 4:15 格外顯多、以致榮耀~　神。
 9:13 們和眾人、便將榮耀~　神．
加 1: 3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你們。
弗 1: 2 父、和主耶穌基督、~你們。
 1: 3 願頌讚~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
 6:23 神和主耶穌基督、~弟兄們。
腓 1: 2 父、並主耶穌基督、~你們。
 1:11 的果子、叫榮耀稱讚~　神。
 2:11 基督為主、使榮耀~父　神。
西 1: 2 從　神我們的父、~你們。
帖前 1: 1 的教會．願恩惠平安~你們。
帖後 1: 2 　神和主耶穌基督、~你們。
提前 1: 2 神和我們主基督耶穌、~你。

 1:17 但願尊貴榮耀~那不能朽壞不

提後 1: 2 神和我們主基督耶穌、~你。
 4:16 離棄我．但願這罪不~他們。
多 1: 4 神和我們的救主基督耶穌~你
門 1: 3 父、和主耶穌基督、~你們。
彼前 1: 3 願頌讚~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

 5:14 願平安~你們凡在基督裏的人
猶 1:25 ~他、從萬古以前、並現今、
啟 1: 5 有恩惠平安~你們。他愛我們
 7:10 願救恩~坐在寶座上我們的
 7:10 座上我們的　神、也~羔羊。
 7:12 都~我們的　神、直到永永遠
14: 4 作初熟的果子~　神和羔羊。
15: 4 不將榮耀~你的名呢．因為獨
21:24 的君王必將自己的榮耀~那城
21:26 人必將列國的榮耀尊貴~那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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