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中 聖經(121次)

新約(23次)
福音書(5)
歷史書(2)
保羅書信(2)

馬太福音(1) 馬可福音(2) 路加福音(2)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2)
羅馬書(0) 哥林多前書(0) 哥林多後書(0) 加拉太書(0) 以弗所書(0) 腓立比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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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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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啟示錄(13)

律法書(10)
歷史書(7)

預言書(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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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紀(0) 出埃及記(2) 利未記(0) 民數記(4) 申命記(4)
舊約(98次)

以賽亞書(3) 耶利米書(12)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結書(4) 但以理書(1)
小先知書(11) 何西阿書(2) 約珥書(1) 阿摩司書(1)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1) 那鴻書(1)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1)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2) 瑪拉基書(2)

大先知書(21)
詩歌智慧書(49) 約伯記(11) 詩篇(27) 箴言(10) 傳道書(1) 雅歌(0)

出13: 9 使耶和華的律法常在你~、因
23:13 不可提、也不可從你~傳說。
民30: 2 必要按~所出的一切話行。
30: 6 或是~出了約束自己的冒失話
30:12 婦人~所許的願、或是約束自
32:24 如今你們~所出的、只管去行
申23:23 就是你~應許、甘心所獻的、
30:14 就在你~、在你心裏、使你可
31:21 他們後裔的~必念誦不忘．我
32: 1 說話、願地也聽我~的言語。
士11:36 就當照你~所說的向我行、因
撒上17:35 將羊羔從他~救出來．他起來
撒下22: 9 從他~發火焚燒．連炭也著了

23: 2 靈藉著我說、他的話在我~。
王上22:22 去要在他眾先知~作謊言的靈
代上16:12 和他的奇事、並他~的判語。
代下18:21 要在他眾先知~作謊言的靈。
伯 5:15 脫離他們~的刀、和強暴人的
 8: 2 ~的言語如狂風要到幾時呢。
13: 6 的辯論、留心聽我~的分訴。
15:30 因　神~的氣、他要滅亡．〔
20:13 愛戀不捨、含在~．
22:22 你當領受他~的教訓、將他的
23:12 我看重他~的言語、過於我需
32: 5 以利戶見這三個人~無話回答
37: 2 的聲音、是他~所發的響聲。
41:19 從他~發出燒著的火把、與飛
41:21 著煤炭、有火焰從他~發出。
詩 5: 9 因為他們的~沒有誠實．他們
 8: 2 從嬰孩和吃奶的~、建立了能
17: 3 麼．我立志叫我~沒有過失。
18: 8 從他~發火焚燒．連炭也著了
19:14 願我~的言語、心裏的意念、
33: 6 而造、萬象藉他~的氣而成。
34: 1 華．讚美他的話必常在我~。
36: 3 他~的言語、盡是罪孽詭詐．
38:14 如不聽見的人、~沒有回話。
50:16 我的律例、~提到我的約呢．
54: 2 的禱告、留心聽我~的言語。
58: 6 求你敲碎他們~的牙．耶和華
59: 7 他們~噴吐惡言、嘴裏有刀、
59:12 因他們~的罪、和嘴裏的言語

66:14 時我嘴唇所發的、~所許的。
78: 1 我的訓誨、側耳聽我~的話。
78:30 厭、食物還在他們~的時候、
89:34 的約、也不改變我~所出的。
105: 5 和他的奇事、並他~的判語。
119:13 我用嘴唇傳揚你~的一切典章
119:72 你~的訓言、〔或作律法〕與
119:88 救活．我就遵守你~的法度。
119:103何等甘美．在我~比蜜更甜。
119:108求你悅納我~的讚美為供物、
135:17 耳卻不能聽．~也沒有氣息。
138: 4 因他們聽見了你~的言語。
149: 6 願他們~稱讚　神為高、手裏
箴 4: 5 記、也不可偏離我~的言語．
 5: 7 聽從我、不可離棄我~的話。
 6: 2 你就被~的話語纏住、被嘴裏
 7:24 要聽從我、留心聽我~的話。
 8: 8 我~的言語、都是公義、並無
14: 3 愚妄人~驕傲、如杖責打己身
18: 4 人~的言語、如同深水．智慧
18:20 人~所結的果子、必充滿肚腹
26: 7 箴言在愚昧人的~也是如此。
26: 9 箴言在愚昧人的~、好像荊棘
傳10:13 他~的言語、起頭是愚昧．他
賽11: 4 以~的杖擊打世界．以嘴裏的
30:28 並且在眾民的~、必有使人錯
53: 9 ~也沒有詭詐、人還使他與惡
耶 5:14 在你~為火、使他們為柴、這
 7:28 民．從他們的~誠實滅絕了。
 9:20 領受他~的言語．又當教導你
17:16 我~所出的言語、都在你面前
36: 4 巴錄就從耶利米~、將耶和華
36: 6 就是你從我~所寫在書卷上的
36:17 你怎樣從他~寫這一切話呢。
36:27 上有巴錄從耶利米~所寫的話
36:32 就從耶利米的~寫了猶大王約
44:17 定要成就我們~所出的一切話
44:25 都~說、手裏作、說、我們定
45: 1 將先知耶利米~所說的話寫在
哀 3:62 ~所說的話、以及終日向我所
結 3: 3 我就吃了、~覺得其甜如蜜。
 3:17 所以你要聽我~的話、替我警

11: 5 你們~所說的、心裏所想的、
33: 7 所以你要聽我~的話、替我警
但 4:31 這話在王~尚未說完、有聲音
何 2:17 我必從我民的~除掉諸巴力的
 6: 5 以我~的話殺戮他們、我施行
珥 1: 5 號．因為從你們的~斷絕了。
摩 3:12 人怎樣從獅子~搶回兩條羊腿
彌 6:12 說謊言、~的舌頭是詭詐的。
鴻 3:12 搖撼、就落在想吃之人的~。
番 3:13 ~也沒有詭詐的舌頭．而且吃
亞 9: 7 我必除去他~帶血之肉、和牙
14:12 眼在眶中乾癟、舌在~潰爛。
瑪 2: 6 真實的律法在他~、他嘴裏沒
 2: 7 人也當由他~尋求律法、因為
太21:16 你從嬰孩和吃奶的~、完全了
可 9:18 他就~流沫、咬牙切齒、身體
 9:20 在地上、翻來覆去、~流沫。
路 4:22 並希奇他~所出的恩言．又說
 9:39 ~流沫、並且重重的傷害他、
徒15: 7 叫外邦人從我~得聽福音之道
22:14 那義者、聽他~所出的聲音。
西 3: 8 毒〕毀謗、並~污穢的言語。
帖後 2: 8 主耶穌要用~的氣滅絕他、用
猶 1:16 ~說誇大的話、為得便宜諂媚
啟 1:16 從他~出來一把兩刃的利劍．
 2:16 裏、用我~的劍、攻擊他們。
 3:16 所以我必從我~把你吐出去。
 9:17 煙、有硫磺、從馬的~出來。
 9:18 ~所出來的火、與煙、並硫磺
10: 9 發苦、然而在你~要甜如蜜。
10:10 在我~果然甜如蜜．吃了以後
11: 5 要害他們就有火從他們~出來
12:15 從~吐出水來像河一樣、要將
14: 5 在他們~察不出謊言來．他們
16:13 從龍口獸口並假先知的~出來
19:15 有利劍從他~出來、可以擊殺
19:21 的被騎白馬者~出來的劍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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