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谨守 圣经(121次)

新约(14次)
福音书(4)
历史书(0)
保罗书信(9)

马太福音(4)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0)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0)
罗马书(0) 哥林多前书(0) 哥林多后书(3) 加拉太书(1) 以弗所书(0) 腓立比书(0) 歌罗西书(0) 帖
撒罗尼迦前书(2) 帖撒罗尼迦后书(0) 提摩太前书(0) 提摩太后书(1) 提多书(2) 腓利门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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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1) 希伯来书(0) 雅各书(0) 彼得前书(1) 彼得后书(0) 约翰壹书(0)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0)
启示录(0)

律法书(49)
历史书(22)

预言书(0)

约书亚记(3) 士师记(1)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0) 撒母耳记下(0) 列王记上(8) 列王记下(4) 历代
志上(2) 历代志下(2)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2) 以斯帖记(0)

创世纪(0) 出埃及记(4) 利未记(6) 民数记(3) 申命记(36)
旧约(107次)

以赛亚书(2) 耶利米书(1)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11)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4) 何西阿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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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玛拉基书(2)

大先知书(14)
诗歌智慧书(18) 约伯记(1) 诗篇(3) 箴言(13) 传道书(1) 雅歌(0)

出12:42 所以当向耶和华~、是以色列
12:42 是以色列众人世世代代该~的
23:13 你们要~．别神的名、你不可
34:11 你要~．我要从你面前撵出亚
利19:37 你们要~遵行我一切的律例、
20: 8 你们要~遵行我的律例．我是
20:22 所以你们要~遵行我一切的律
22:31 你们要~遵行我的诫命．我是
25:18 我的典章你们要~、就可以在
26: 3 遵行我的律例、~我的诫命、
民 1:53 利未人并要~法柜的帐幕。
 3:10 ~自己祭司的职任．近前来的
 8:26 们的弟兄一同伺候~所吩咐的
申 4: 6 所以你们要~遵行、这就是你
 5: 1 们要听、可以学习、~遵行。
 5:32 和华你们　神所吩咐的~遵行
 6: 2 ~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
 6: 3 要~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
 6:25 ~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
 7:11 所以你要~遵行我今日所吩咐
 7:12 ~遵行、耶和华你　神就必照
 8: 1 你们要~遵行、好叫你们存活
 8: 6 你要~耶和华你　神的诫命、
11:22 你们若留意~遵行我所吩咐这
11:32 你们要~遵行我今日在你们面
12: 1 要~遵行的律例、典章、乃是
12:28 你要~听从我所吩咐的一切话
12:32 你们都要~遵行、不可加添、
13: 4 ~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事
15: 4 ~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
16:12 奴仆．你要~遵行这些律例。
17:10 所指教你的一切话、~遵行．
17:19 ~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
19: 9 你若~遵行我今日所吩咐的这
23:23 耶和华你　神所许的愿~遵行
26:16 以你要尽心、尽性、~遵行。
26:17 ~他的律例、诫命、典章、听
26:18 子民、使你~他的一切诫命、
28: 1 ~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
28: 9 你若~耶和华你　神的诫命、
28:13 ~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
28:15 不~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

28:58 你若不~遵行、耶和华就必将
29: 9 所以你们要~遵行这约的话、
30: 9 ~这律法书上所写的诫命、律
30:16 ~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
31:12 神、~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
32:46 咐你们的子孙~遵行这律法上
33: 9 未人遵行你的话、~你的约。
书 1: 7 ~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
 1: 8 好使你~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
23: 6 ~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
士 2:22 肯照他们列祖~遵行我的道不
王上 2: 3 ~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

 3:14 ~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
 6:12 ~我的典章、遵从我的一切诫
 8:58 ~他吩咐我们列祖的诫命、律
 8:61 ~他的诫命、至终如今日一样
 9: 4 吩咐你的、~我的律例典章、
11:34 选的仆人大卫~我的诫命律例
11:38 ~我的律例诫命、像我仆人大

王下17:13 ~我的诫命律例、遵行我吩咐
17:37 你们应当永远~遵行、不可敬
18: 6 ~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
21: 8 以色列人若~遵行我一切所吩

代上22:12 你若~遵行耶和华借摩西吩咐
28: 8 ~遵行．如此你们可以承受这

代下 7:17 吩咐你的、~我的律例典章．
33: 8 以色列人若~遵行我借摩西所
尼 1: 9 ~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
10:29 ~遵行耶和华我们主的一切诫
伯23:11 履．我~他的道、并不偏离。
诗17: 4 自己~、不行强暴人的道路。
119:129的法度奇妙．所以我一心~。
119:145你应允我．我必~你的律例。
箴 3: 1 作指教〕你心要~我的诫命．
 3:21 要~真智慧和谋略．不可使他
 4:13 必当~、因为他是你的生命。
 5: 2 为要使你~谋略、嘴唇保存知
 6:20 要~你父亲的诫命、不可离弃
 8:32 因为~我道的、便为有福。
10:17 ~训诲的、乃在生命的道上．
13: 3 ~口的、得保生命．大张嘴的
16:17 事．~己路的、是保全性命。

16:20 ~训言的、必得好处．倚靠耶
19:16 ~诫命的、保全生命．轻忽己
21:23 ~口与舌的、就保守自己免受
28: 7 ~律法的是智慧之子．与贪食
传12:13 ~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
赛56: 2 ~安息日而不干犯、禁止己手
56: 4 那些~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
耶35:18 ~他的一切诫命、照他所吩咐
结 5: 7 不~我的典章、并以遵从四围
11:20 ~遵行我的典章．他们要作我
18: 9 ~我的典章、按诚实行事、这
18:19 ~遵行我的一切律例、他必定
18:21 ~我一切的律例、行正直与合
20:18 不要~他们的恶规、也不要因
20:19 我的律例、~遵行我的典章、
20:21 也不~遵行我的典章、（人若
20:25 例、~不能使人活着的恶规。
36:27 我的律例、~遵行我的典章。
37:24 我的典章、~遵行我的律例。
何12: 6 ~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的
亚 3: 7 ~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
玛 2:15 所以当~你们的心、谁也不可
 2:16 所以当~你们的心、不可行诡
太 5:33 所起的誓、总要向主~。』
23: 3 你们都要~、遵行．但不要效
23:16 殿中金子起誓的、他就该~。
23:18 坛上礼物起誓的、他就该~。

林后 5:13 为　神．若果~、是为你们。
11: 9 我向来凡事~、后来也必谨守
11: 9 后来也必~、总不至于累着你
加 4:10 你们~日子、月分、节期、年
帖前 5: 6 像别人一样、总要儆醒~。

 5: 8 就应当~、把信和爱当作护心
提后 1: 7 乃是刚强、仁爱、~的心。
多 2: 5 ~、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
 2: 6 又劝少年人要~．

彼前 5: 8 务要~、儆醒．因为你们的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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