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著 聖經(93次)

新約(50次)
福音書(13)
歷史書(4)
保羅書信(29)

馬太福音(2)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1) 約翰福音(10)
使徒行傳(4)
羅馬書(11) 哥林多前書(1) 哥林多後書(4) 加拉太書(5) 以弗所書(0) 腓立比書(3) 歌羅西書(2) 
帖撒羅尼迦前書(2) 帖撒羅尼迦後書(0) 提摩太前書(1) 提摩太後書(0)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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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3) 希伯來書(1) 雅各書(1) 彼得前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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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律法書(10)
歷史書(17)

預言書(1)

約書亞記(3) 士師記(1)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2) 撒母耳記下(6) 列王記上(3) 列王記下(1) 歷代
志上(0) 歷代志下(0)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1) 以斯帖記(0)

創世紀(4) 出埃及記(0) 利未記(3) 民數記(1) 申命記(2)
舊約(43次)

以賽亞書(0) 耶利米書(1)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4) 但以理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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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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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5)
詩歌智慧書(9) 約伯記(1) 詩篇(4) 箴言(0) 傳道書(4) 雅歌(0)

創 3:22 生命樹的果子吃、就永遠~．
 9: 3 凡~的動物、都可以作你們的
25:22 我為甚麼~呢．〔或作我為甚
27:46 一樣、我~還有甚麼益處呢。
利16:10 要~安置在耶和華面前、用以
16:20 就要把那隻~的公山羊奉上．
18: 5 就必因此~．我是耶和華。
民 4:19 們、好使他們~、不至死亡。
申 8: 3 使你知道人~、不是單靠食物
31:27 我今日還~與你們同在、你們
書 9:15 容他們~．會眾的首領、也向
 9:20 容他們~．免得有忿怒因我們
 9:21 要容他們~．於是他們為全會
士16:30 所殺的人、比~所殺的還多。
撒上20:14 不但我~的時候、免我死亡．

20:31 耶西的兒子若在世間~、你和
撒下12:18 孩子還~的時候、我們勸他、

12:21 孩子~的時候、你禁食哭泣．
12:22 孩子還~、我禁食哭泣、因為
18:14 趁押沙龍在橡樹上還~、就刺
18:18 押沙龍~的時候、在王谷立了
19: 6 若押沙龍~、我們都死亡、你

王上11:12 我不在你~的日子行這事．必
11:25 所羅門~的時候、哈達為患之
20:32 他還~麼．他是我的兄弟。

王下 7: 4 就~．若殺我們、就死了吧。
尼 9:29 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扭轉肩
伯19:25 我知道我的救贖主~、末了必
詩22:26 讚美他．願你們的心永遠~。
49: 8 叫他長遠~、不見朽壞．因為
49:18 他~的時候、雖然自誇為有福
143: 2 因為在你面前凡~的人、沒有
傳 4: 2 的死人、勝過那還~的活人．
 9: 3 ~的時候心裏狂妄、後來就歸
 9: 4 因為~的狗、比死了的獅子更
 9: 5 ~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
耶16: 9 你們還~的日子在你們眼前、
結20:11 他們．人若遵行就必因此~。
20:13 人若遵行就必因此~）大大干
20:21 人若遵行就必因此~）干犯我
20:25 例、謹守不能使人~的惡規。
拿 4: 3 命吧．因為我死了比~還好。

 4: 8 求死、說、我死了比~還好。
太 4: 4 人~、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
27:63 還~的時候、曾說、三日後我
路 4: 4 人~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
約 5:21 使他們~、子也照樣隨自己的
 5:21 子也照樣隨自己的意思使人~
 6:51 就必永遠~．我所要賜的糧、
 6:57 我又因父~、照樣、吃我肉的
 6:57 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
 6:58 就永遠~、不像你們的祖宗吃
 6:63 叫人~的乃是靈、肉體是無益
11:26 凡~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
14:19 因為我~、你們也要活著。
14:19 因為我活著、你們也要~。
徒22:22 上除掉他吧．他是不當~的。
25:19 經死了、保羅卻說他是~的。
25:24 求、呼叫說、不可容他再~。
28: 4 裏救上來、天理還不容他~。
羅 6: 2 了的人、豈可仍在罪中~呢。
 6:10 只有一次．他活是向　神~。
 7: 1 曉得律法管人是在~的時候麼
 7: 2 丈夫還~、就被律法約束．丈
 7: 3 所以丈夫~、他若歸於別人、
 7: 9 我以前沒有律法是~的、但是
 8:12 欠肉體的債、去順從肉體~。
 8:13 你們若順從肉體~必要死．若
 8:13 著聖靈治死身體的惡行必要~
10: 5 於律法的義、就必因此~。』
14: 8 我們若~、是為主而活．若死

林前 7:39 丈夫~的時候、妻子是被約束
林後 4:11 因為我們這~的人、是常為耶

 5:15 是叫那些~的人、不再為自己
 6: 9 卻是~的．似乎受責罰、卻是
13: 4 仍然~．我們也是這樣同他軟
加 2:19 法死了、叫我可以向　神~。
 2:20 現在~的、不再是我、乃是基
 2:20 乃是基督在我裏面~．並且我
 2:20 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是因信
 3:12 行這些事的、就必因此~。』
腓 1:21 因我~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
 1:22 但我在肉身~、若成就我工夫
 1:24 然而我在肉身~、為你們更是

西 2:20 為甚麼仍像在世俗中~、服從
 3: 7 當你們在這些事中~的時候、

帖前 4:15 我們這~還存留到主降臨的人
 4:17 以後我們這~還存留的人、必

提前 5: 6 婦、正~的時候、也是死的。
來 7:25 因為他是長遠~、替他們祈求
雅 4:15 我們就可以~、也可以作這事
彼前 4: 6 判、他們的靈性卻靠　神~。
啟13:14 要給那受刀傷還~的獸作個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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