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力量 圣经(96次)

新约(14次)
福音书(1)
历史书(1)
保罗书信(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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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法书(15)
历史书(11)

预言书(1)

约书亚记(1) 士师记(2)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3) 撒母耳记下(1) 列王记上(0) 列王记下(3) 历代
志上(0) 历代志下(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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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民数记(0) 申命记(5)
旧约(82次)

以赛亚书(8) 耶利米书(2) 耶利米哀歌(2) 以西结书(3) 但以理书(5)
小先知书(4) 何西阿书(0) 约珥书(0) 阿摩司书(1)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1) 那鸿书(1) 哈巴谷

书(1)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20)
诗歌智慧书(32) 约伯记(3) 诗篇(26) 箴言(3) 传道书(0) 雅歌(0)

创31: 6 我尽了我的~服事你们的父亲
33:14 前群畜和孩子的~慢慢的前行
49: 3 是我~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
出15: 2 耶和华是我的~、我的诗歌、
利 5: 7 他的~若不够献一只羊羔、就
 5:11 他的~若不够献两只斑鸠、或
12: 8 他的~若不够献一只羊羔、他
14:22 又照他的~取两只斑鸠、或是
14:30 人又要照他的~献上一只斑鸠
27: 8 司要按许愿人的~估定他的价
申 8:17 这货财是我~我能力得来的。
 8:18 因为得货财的~是他给你的、
16:17 各人要按自己的~、照耶和华
21:17 因这儿子是他~强壮的时候生
33:25 日子如何、你的~也必如何。
书14:11 我的~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
士 8:21 ~也是如何。基甸就起来、杀
16:28 求你赐我这一次的~、使我在

撒上 2: 4 已折断．跌倒的人以~束腰。
 2: 9 然不动、人都不能靠~得胜。
 2:10 将~赐与所立的王、高举受膏

撒下22:40 因为你曾以~束我的腰、使我
王下19: 3 要生产婴孩、却没有~生产．

19:26 所以其中的居民~甚小、惊惶
23:35 按着各人的~派定、索要金银
尼 8:10 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
伯 6:25 ~何其大．但你们责备、是责
 9:19 若论~、他真有能力．若论审
18:12 他的~必因饥饿衰败、祸患要
诗18: 1 耶和华我的~阿、我爱你。
18:32 惟有那以~束我的腰、使我行
18:39 因为你曾以~束我的腰、使我
27: 1 保障或作~〕我还惧谁呢。
28: 7 耶和华是我的~、是我的盾牌
28: 8 耶和华是他百姓的~、又是他
29:11 耶和华必赐~给他的百姓．耶
31:10 我的~因我的罪孽衰败．我的
39:13 去而不返之先、可以~复原。
43: 2 因为你是赐我~的　神、为何
46: 1 是我们的~、是我们在患难中
52: 7 这就是那不以　神为他~的人
59: 9 我的~阿、我必仰望你．因为

59:16 但我要歌颂你的~、早晨要高
59:17 我的~阿、我要歌颂你．因为
62: 7 我~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
65: 6 大能束腰、就用~安定诸山．
68:35 是那将~权能赐给他百姓的。
73:26 但　神是我心里的~、又是我
81: 1 们当向　神我们的~大声欢呼
84: 5 靠你有~心中想往锡安大道的
86:16 将你的~赐给仆人、救你婢女
89:17 你是他们~的荣耀．因为你喜
102:23 他使我的~、中道衰弱、使我
118:14 耶和华是我的~、是我的诗歌
140: 7 我救恩的~阿、在争战的日子
箴 3:27 你手若有行善的~、不可推辞
 5:10 恐怕外人满得你的~、你劳碌
24:10 之日若胆怯、你的~就微小。
赛28: 6 并城门口打退仇敌者的~。
30: 2 要靠法老的~、加添自己的力
30: 2 加添自己的~、并投在埃及的
30: 3 所以法老的~、必作你们的羞
37: 3 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生产
37:27 所以其中的居民~甚小、惊惶
40:29 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
49: 5 贵、我的　神也成为我的~）
耶16:19 你是我的~、是我的保障、在
20: 7 你比我有~、且胜了我．我终
哀 1:14 他使我的~衰败。主将我交在
 3:18 我的~衰败、我在耶和华那里
结46: 5 为羊羔照他的~而献、一伊法
46: 7 为羊羔照他的~而献、一伊法
46:11 为羊羔照他的~而献、一伊法
但 2:41 泥搀杂、那国也必有铁的~．
 7: 7 大有~、有大铁牙、吞吃嚼碎
10:18 状像人的、又摸我使我有~。
10:19 我便觉得有~、说、我主请说
10:19 我主请说、因你使我有~。
摩 6:13 我们不是凭自己的~取了角么
弥 3: 8 满有~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
鸿 3: 9 古实和埃及是他无穷的~．弗
哈 3:19 主耶和华是我的~．他使我的
路22:43 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
徒11:29 照各人的~捐钱、送去供给住

罗 1:15 所以情愿尽我的~、将福音也
林后 8: 3 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而

 8: 3 而且也过了~、自己甘心乐意
弗 3:16 叫你们心里的~刚强起来、
腓 4:13 我靠着那加给我~的、凡事都
提前 1:12 我感谢那给我~的、我们主基
提后 4:17 加给我~、使福音被我尽都传
雅 5:16 义人祈祷所发的~、是大有功
彼前 4:11 要按着　神所赐的~服事．叫

 5:10 们、坚固你们、赐~给你们。
彼后 2:11 虽然~权能更大、还不用毁谤
启 3: 8 你略有一点~、也曾遵守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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