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藉著 聖經(136次)

新約(106次)
福音書(8)
歷史書(11)
保羅書信(66)

馬太福音(1)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2) 約翰福音(5)
使徒行傳(11)
羅馬書(19) 哥林多前書(5) 哥林多後書(13) 加拉太書(5) 以弗所書(9) 腓立比書(2) 歌羅西書(5) 
帖撒羅尼迦前書(1) 帖撒羅尼迦後書(0) 提摩太前書(1) 提摩太後書(2) 提多書(3) 腓利門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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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20) 希伯來書(10) 雅各書(1) 彼得前書(6) 彼得後書(0) 約翰壹書(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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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預言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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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紀(3) 出埃及記(1) 利未記(3) 民數記(2) 申命記(1)
舊約(3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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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先知書(2)
詩歌智慧書(10) 約伯記(1) 詩篇(8) 箴言(1) 傳道書(0) 雅歌(0)

創23:20 就~赫人定準、歸與亞伯拉罕
31: 1 並~我們父親的、得了這一切
32:20 我~在我前頭去的禮物解他的
出 9:35 正如耶和華~摩西所說的。
利 8:36 子行了耶和華~摩西所吩咐的
16:21 ~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曠野去
26:46 以色列人在西乃山~摩西立的
民16:40 乃是照耶和華~摩西所吩咐的
36:13 ~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命令
申 1: 3 摩西照耶和華~他所吩咐以色
書21: 2 從前耶和華~摩西吩咐給我們
撒下22:30 我~你衝入敵軍、藉著我的

22:30 敵軍、~我的　神跳過牆垣。
23: 2 耶和華的靈~我說、他的話在

王上20:14 ~誰呢．他回答說、耶和華說
20:14 ~跟從省長的少年人．亞哈說

代下12: 7 我不~示撒的手、將我的怒氣
尼 1: 7 沒有遵守你~僕人摩西所吩咐
伯36:15 　神~困苦、救拔困苦人、趁
詩17: 4 我~你嘴唇的言語、自己謹守
18:10 伯飛行．他~風的翅膀快飛。
18:29 我~你衝入敵軍、藉著我的
18:29 敵軍、~我的　神跳過牆垣。
92: 4 因你耶和華~你的作為叫我高
94:20 那~律例架弄殘害、在位上行
104: 3 彩為車輦、~風的翅膀而行．
119:104我~你的訓詞、得以明白．所
箴 9:11 你~我、日子必增多、年歲也
結11:24 在異象中~　神的靈、將我帶
14: 5 因為他們都~假神與我生疏。
太15: 6 這就是你們~遺傳、廢了　神
路 1:70 正如主~從創世以來、聖先知
16: 9 要~那不義的錢財、結交朋友
約 1: 3 萬物是~他造的．凡被造的、
 1: 3 的、沒有一樣不是~他造的。
 1:10 世界也是~他造的、世界卻不
 1:17 律法本是~摩西傳的、恩典和
14: 6 若不~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
徒 1: 2 直到他~聖靈、吩咐所揀選的
 2:22 　神~拿撒勒人耶穌、在你們
 2:23 你們就~無法之人的手、把他
 3:21 以來、~聖先知的口所說的。

 4:22 原來~神蹟醫好的那人、有四
 4:25 你曾~聖靈、託你僕人我們祖
10:36 　神~耶穌基督（他是萬有的
11:28 ~聖靈、指明天下將有大饑荒
14:11 有　神~人形、降臨在我們中
15: 9 又~信潔淨了他們的心、並不
17:31 要~他所設立的人、按公義審
羅 1:20 但~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
 3:25 ~人的信、要顯明　神的義．
 5: 1 就~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與
 5: 2 我們又~他、因信得進入現在
 5: 9 就更要~他免去　神的忿怒。
 5:10 且~　神兒子的死、得與　神
 5:11 我們既~我主耶穌基督、得與
 5:11 好、也就~他、以　神為樂。
 5:21 恩典也~義作王、叫人因我們
 6: 4 所以我們~洗禮歸入死、和他
 6: 4 像基督~父的榮耀、從死裏復
 7: 4 你們~基督的身體、在律法上
 7: 8 就~誡命叫諸般的貪心在我裏
 7:11 就~誡命引誘我、並且殺了我
 7:13 但罪~那良善的叫我死、就顯
 8:11 也必~住在你們心裏的聖靈、
15:13 使你們~聖靈的能力、大有盼
15:30 我~我們主耶穌基督、又藉著
15:30 又~聖靈的愛、勸你們與我一

林前 2:10 只有　神~聖靈向我們顯明了
 6:11 並~我們　神的靈、已經洗淨
 8: 6 萬物都是~他有的、我們也是
 8: 6 他有的、我們也是~他有的。
15:57 使我們~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

林後 1:20 所以~他也都是實在的、〔實
 2:14 並~我們在各處顯揚那因認識
 3: 3 ~我們修成的．不是用墨寫的
 5:18 他~基督使我們與他和好、又
 7: 6 　神、~提多來安慰了我們．
 7: 7 不但~他來、也藉著他從你們
 7: 7 也~他從你們所得的安慰、安
 8: 8 乃是~別人的熱心、試驗你們
 9:11 就~我們使感謝歸於　神。
10: 1 如今親自~基督的溫柔和平、
10:16 限之內、~他現成的事誇口。

12:12 ~神蹟奇事異能、顯出使徒的
12:17 我~他們一個人佔過你們的便
加 1: 1 也不是~人、乃是藉著耶穌基
 1: 1 乃是~耶穌基督、與叫他從死
 1: 6 這麼快離開那~基督之恩召你
 2:21 義若是~律法得的、基督就是
 6:13 不過要~你們的肉體誇口。
弗 1: 5 ~耶穌基督得兒子的名分、
 2:15 ~自己造成一個新人、如此便
 2:18 因為我們兩下~他被一個聖靈
 2:22 建造成為　神~聖靈居住的所
 3: 5 像如今~聖靈啟示他的聖使徒
 3: 6 ~福音、得以同為後嗣、同為
 3:10 為要~教會、使天上執政的、
 3:16 ~他的靈、叫你們心裏的力量
 5:26 要用水~道、把教會洗淨、成
腓 1:19 因為我知道這事~你們的祈禱
 4: 6 只要凡事~禱告、祈求、和感
西 1:16 一概都是~他造的、又是為他
 1:20 既然~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
 1:20 便~他叫萬有、無論是地上的
 1:22 但如今他~基督的肉身受死、
 3:17 耶穌的名、~他感謝父　神。

帖前 5: 9 乃是預定我們~我們主耶穌基
提前 4:14 就是從前~預言、在眾長老按
提後 1:10 但如今~我們救主基督耶穌的

 1:10 ~福音、將不能壞的生命彰顯
多 1: 3 ~傳揚的工夫、把他的道顯明
 3: 5 ~重生的洗、和聖靈的更新。
 3: 6 聖靈就是　神~耶穌基督我們
門 1:22 因為我盼望~你們的禱告、必
來 1: 1 　神既在古時~眾先知、多次
 1: 2 ~他兒子曉諭我們、又早已立
 1: 2 有的、也曾~他創造諸世界．
 2: 2 那~天使所傳的話、既是確定
 2:14 特要~死、敗壞那掌死權的就
 7: 9 也是~亞伯拉罕納了十分之一
 9:14 何況基督~永遠的靈、將自己
10: 1 總不能~每年常獻一樣的祭物
10:20 是~他給我們開了一條又新又
13:21 又~耶穌基督在你們心裏行他
雅 2:18 我便~我的行為、將我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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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前 1: 2 ~聖靈得成聖潔、以致順服耶
 1:23 子、是~　神活潑常存的道。
 2: 5 ~耶穌基督奉獻　神所悅納的
 2:16 卻不可~自由遮蓋惡毒、〔或
 3:20 ~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個人
 3:21 現在~耶穌基督復活．也拯救

約壹 2:12 因為你們的罪~主名得了赦免
 4: 9 使我們~他得生、　神愛我們
 5: 6 這~水和血而來的就是耶穌基
啟18:15 ~他發了財的客商、因怕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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