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借着 圣经(136次)

新约(106次)
福音书(8)
历史书(11)
保罗书信(66)

马太福音(1)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2) 约翰福音(5)
使徒行传(11)
罗马书(19) 哥林多前书(5) 哥林多后书(13) 加拉太书(5) 以弗所书(9) 腓立比书(2) 歌罗西书(5) 
帖撒罗尼迦前书(1) 帖撒罗尼迦后书(0) 提摩太前书(1) 提摩太后书(2) 提多书(3) 腓利门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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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20) 希伯来书(10) 雅各书(1) 彼得前书(6) 彼得后书(0) 约翰壹书(3)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0)
启示录(1)

律法书(10)
历史书(8)

预言书(1)

约书亚记(1) 士师记(0)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0) 撒母耳记下(3) 列王记上(2) 列王记下(0) 历代
志上(0) 历代志下(1)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1) 以斯帖记(0)

创世纪(3) 出埃及记(1) 利未记(3) 民数记(2) 申命记(1)
旧约(30次)

以赛亚书(0) 耶利米书(0)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2)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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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2)
诗歌智慧书(10) 约伯记(1) 诗篇(8) 箴言(1) 传道书(0) 雅歌(0)

创23:20 就~赫人定准、归与亚伯拉罕
31: 1 并~我们父亲的、得了这一切
32:20 我~在我前头去的礼物解他的
出 9:35 正如耶和华~摩西所说的。
利 8:36 子行了耶和华~摩西所吩咐的
16:21 ~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
26:46 以色列人在西乃山~摩西立的
民16:40 乃是照耶和华~摩西所吩咐的
36:13 ~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命令
申 1: 3 摩西照耶和华~他所吩咐以色
书21: 2 从前耶和华~摩西吩咐给我们
撒下22:30 我~你冲入敌军、借着我的

22:30 敌军、~我的　神跳过墙垣。
23: 2 耶和华的灵~我说、他的话在

王上20:14 ~谁呢．他回答说、耶和华说
20:14 ~跟从省长的少年人．亚哈说

代下12: 7 我不~示撒的手、将我的怒气
尼 1: 7 没有遵守你~仆人摩西所吩咐
伯36:15 　神~困苦、救拔困苦人、趁
诗17: 4 我~你嘴唇的言语、自己谨守
18:10 伯飞行．他~风的翅膀快飞。
18:29 我~你冲入敌军、借着我的
18:29 敌军、~我的　神跳过墙垣。
92: 4 因你耶和华~你的作为叫我高
94:20 那~律例架弄残害、在位上行
104: 3 彩为车辇、~风的翅膀而行．
119:104我~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
箴 9:11 你~我、日子必增多、年岁也
结11:24 在异象中~　神的灵、将我带
14: 5 因为他们都~假神与我生疏。
太15: 6 这就是你们~遗传、废了　神
路 1:70 正如主~从创世以来、圣先知
16: 9 要~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
约 1: 3 万物是~他造的．凡被造的、
 1: 3 的、没有一样不是~他造的。
 1:10 世界也是~他造的、世界却不
 1:17 律法本是~摩西传的、恩典和
14: 6 若不~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
徒 1: 2 直到他~圣灵、吩咐所拣选的
 2:22 　神~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
 2:23 你们就~无法之人的手、把他
 3:21 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

 4:22 原来~神迹医好的那人、有四
 4:25 你曾~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
10:36 　神~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
11:28 ~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
14:11 有　神~人形、降临在我们中
15: 9 又~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
17:31 要~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
罗 1:20 但~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
 3:25 ~人的信、要显明　神的义．
 5: 1 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
 5: 2 我们又~他、因信得进入现在
 5: 9 就更要~他免去　神的忿怒。
 5:10 且~　神儿子的死、得与　神
 5:11 我们既~我主耶稣基督、得与
 5:11 好、也就~他、以　神为乐。
 5:21 恩典也~义作王、叫人因我们
 6: 4 所以我们~洗礼归入死、和他
 6: 4 像基督~父的荣耀、从死里复
 7: 4 你们~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
 7: 8 就~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
 7:11 就~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
 7:13 但罪~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
 8:11 也必~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
15:13 使你们~圣灵的能力、大有盼
15:30 我~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
15:30 又~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

林前 2:10 只有　神~圣灵向我们显明了
 6:11 并~我们　神的灵、已经洗净
 8: 6 万物都是~他有的、我们也是
 8: 6 他有的、我们也是~他有的。
15:57 使我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

林后 1:20 所以~他也都是实在的、〔实
 2:14 并~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
 3: 3 ~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
 5:18 他~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
 7: 6 　神、~提多来安慰了我们．
 7: 7 不但~他来、也借着他从你们
 7: 7 也~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安
 8: 8 乃是~别人的热心、试验你们
 9:11 就~我们使感谢归于　神。
10: 1 如今亲自~基督的温柔和平、
10:16 限之内、~他现成的事夸口。

12:12 ~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
12:17 我~他们一个人占过你们的便
加 1: 1 也不是~人、乃是借着耶稣基
 1: 1 乃是~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
 1: 6 这么快离开那~基督之恩召你
 2:21 义若是~律法得的、基督就是
 6:13 不过要~你们的肉体夸口。
弗 1: 5 ~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2:15 ~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
 2:18 因为我们两下~他被一个圣灵
 2:22 建造成为　神~圣灵居住的所
 3: 5 像如今~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
 3: 6 ~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
 3:10 为要~教会、使天上执政的、
 3:16 ~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
 5:26 要用水~道、把教会洗净、成
腓 1:19 因为我知道这事~你们的祈祷
 4: 6 只要凡事~祷告、祈求、和感
西 1:16 一概都是~他造的、又是为他
 1:20 既然~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
 1:20 便~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
 1:22 但如今他~基督的肉身受死、
 3:17 耶稣的名、~他感谢父　神。

帖前 5: 9 乃是预定我们~我们主耶稣基
提前 4:14 就是从前~预言、在众长老按
提后 1:10 但如今~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

 1:10 ~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
多 1: 3 ~传扬的工夫、把他的道显明
 3: 5 ~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
 3: 6 圣灵就是　神~耶稣基督我们
门 1:22 因为我盼望~你们的祷告、必
来 1: 1 　神既在古时~众先知、多次
 1: 2 ~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
 1: 2 有的、也曾~他创造诸世界．
 2: 2 那~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
 2:14 特要~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
 7: 9 也是~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
 9:14 何况基督~永远的灵、将自己
10: 1 总不能~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
10:20 是~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
13:21 又~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
雅 2:18 我便~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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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前 1: 2 ~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
 1:23 子、是~　神活泼常存的道。
 2: 5 ~耶稣基督奉献　神所悦纳的
 2:16 却不可~自由遮盖恶毒、〔或
 3:20 ~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
 3:21 现在~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

约壹 2:12 因为你们的罪~主名得了赦免
 4: 9 使我们~他得生、　神爱我们
 5: 6 这~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
启18:15 ~他发了财的客商、因怕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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