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敬拜 聖經(98次)

新約(22次)
福音書(0)
歷史書(7)
保羅書信(5)

馬太福音(0)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0)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7)
羅馬書(1) 哥林多前書(1) 哥林多後書(0) 加拉太書(0) 以弗所書(0) 腓立比書(1) 歌羅西書(1) 帖
撒羅尼迦前書(0) 帖撒羅尼迦後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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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雅各書(0) 彼得前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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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律法書(9)
歷史書(28)

預言書(9)

約書亞記(0) 士師記(1)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6) 撒母耳記下(2) 列王記上(5) 列王記下(3) 歷代
志上(1) 歷代志下(7)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3) 以斯帖記(0)

創世紀(1) 出埃及記(1) 利未記(0) 民數記(0) 申命記(7)
舊約(76次)

以賽亞書(4) 耶利米書(7)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3) 但以理書(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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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彌迦書(0)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3)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2)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26)
詩歌智慧書(8) 約伯記(0) 詩篇(8) 箴言(0) 傳道書(0) 雅歌(0)

創47:31 上〔或作扶著杖頭〕~　神。
出34:14 不可~別神、因為耶和華是忌
申 4:19 象．自己便被勾引~事奉它。
 8:19 事奉~、你們必定滅亡、這是
11:16 就偏離正路、去事奉~別神。
17: 3 去事奉~別神、或拜日頭、或
29:26 去事奉~素不認識的別神、是
30:17 從、卻被勾引去~事奉別神、
32:16 ~別神、觸動　神的憤恨、行
士 7:15 就~　神、回到以色列營中、
撒上 1: 3 ~祭祀萬軍之耶和華．在那裏

 1:19 在耶和華面前~、就回拉瑪、
 1:28 和華。於是在那裏~耶和華。
15:25 同我回去、我好~耶和華。
15:30 去、我好~耶和華你的　神。
15:31 掃羅回去、掃羅就~耶和華。

撒下12:20 進耶和華的殿~．然後回宮．
15:32 ~　神的地方、見亞基人戶篩

王上 9: 6 的誡命律例、去事奉~別神、
 9: 9 事奉~他．所以耶和華使這一
11:33 ~西頓人的女神亞斯他錄、摩
16:31 耶洗別為妻、去事奉~巴力．
22:53 事奉~巴力、惹耶和華以色列

王下17:16 ~天上的萬象、事奉巴力．
18:22 你們當在耶路撒冷這壇前~麼
21: 3 行的、且~事奉天上的萬象．

代上16:29 的”或作“為”〕~耶和華。
代下 7:19 的律例誡命、去事奉~別神．

 7:22 ~事奉他．所以耶和華使這一
29:28 會眾都~、歌唱的歌唱、吹號
29:29 王和一切跟隨的人都俯伏~。
29:30 喜喜地頌讚耶和華、低頭~。
32:12 冷的人說你們當在一個壇前~
33: 3 木偶、且~事奉天上的萬象。
尼 8: 6 低頭、面伏於地、~耶和華。
 9: 3 認罪、~耶和華他們的　神。
 9: 6 你所保存的．天軍也都~你。
詩22:27 國的萬族、都要在你面前~。
22:29 必吃喝而~．凡下到塵土中不
29: 2 妝飾〔的或作為〕~耶和華。
45:11 因為他是你的主．你當~他。
66: 4 全地要~你、歌頌你、要歌頌

86: 9 都要來~你．他們也要榮耀你
95: 6 我們要屈身~、在造我們的耶
96: 9 ~耶和華．全地要在他面前戰
賽19:21 也要獻祭物和供物~他、並向
19:23 及人要與亞述人一同~耶和華
27:13 就在耶路撒冷聖山上~耶和華
36: 7 人說、你們當在這壇前~麼。
耶 7: 2 你們進這些門~耶和華的一切
 7:10 在我面前~、又說、我們可以
 8: 2 所~的．這些骸骨不再收殮、
13:10 事奉~、他們也必像這腰帶、
16:11 事奉~、不遵守我的律法．
22: 9 他們　神的約、事奉~別神。
25: 6 事奉~、以你們手所作的惹我
結46: 2 他就要在門檻那裏~．然後出
46: 3 要在這門口耶和華面前~。
46: 9 從北門進入~的、必由南門而
但 3: 5 就當俯伏~尼布甲尼撒王所立
 3: 6 凡不俯伏~的、必立時扔在烈
 3: 7 就都俯伏~尼布甲尼撒王所立
 3:10 器聲音的、都當俯伏~金像。
 3:11 凡不俯伏~的、必扔在烈火的
 3:12 的神、也不~你所立的金像。
 3:14 也不~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
 3:15 若俯伏~我所造的像、卻還可
 3:15 若不~、必立時扔在烈火的窯
 3:18 的神、也不~你所立的金像。
 3:28 他們　神以外不肯事奉~別神
11:38 他倒要~保障的神、用金銀寶
番 1: 5 與那些在房頂上~天上萬象的
 1: 5 並那些~耶和華指著他起誓、
 2:11 居民、各在自己的地方~他。
亞14:16 必年年上來~大君王萬軍之耶
14:17 不上耶路撒冷~大君王萬軍之
徒 7:43 就是你們所造為要~的像．因
16:14 素來~　神．他聽見了、主就
17:23 觀看你們所~的、遇見一座壇
17:23 你們所不認識而~的、我現在
18: 7 是~　神的、他的家靠近會堂
18:13 這個人勸人不按著律法~　神
19:27 所~的大女神之威榮、也要消
羅 1:25 去~事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

林前14:25 ~　神、說　神真是在你們中
腓 3: 3 乃是我們這以　神的靈~、在
西 2:18 和~天使、就奪去你們的獎賞
帖後 2: 4 和一切受人~的．甚至坐在
來11:21 各自祝福、扶著杖頭~　神。
啟 4:10 ~那活到永永遠遠的、又把他
 5:14 說、阿們。眾長老也俯伏~。
 7:11 寶座前、面伏於地、~　神、
11:16 位長老、就面伏於地~　神、
14: 7 應當~那創造天地海和眾水泉
15: 4 萬民都要來在你面前~．因你
19: 4 就俯伏~坐寶座的　神、說、
19:10 你要~　神．因為預言中的靈
22: 9 同是作僕人的．你要~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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