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力量 聖經(96次)

新約(14次)
福音書(1)
歷史書(1)
保羅書信(7)

馬太福音(0)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1)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1)
羅馬書(1) 哥林多前書(0) 哥林多後書(2) 加拉太書(0) 以弗所書(1) 腓立比書(1) 歌羅西書(0) 帖
撒羅尼迦前書(0) 帖撒羅尼迦後書(0) 提摩太前書(1) 提摩太後書(1)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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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4) 希伯來書(0) 雅各書(1) 彼得前書(2) 彼得後書(1) 約翰壹書(0)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0) 猶大
書(0)
啟示錄(1)

律法書(15)
歷史書(11)

預言書(1)

約書亞記(1) 士師記(2)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3) 撒母耳記下(1) 列王記上(0) 列王記下(3) 歷代
志上(0) 歷代志下(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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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民數記(0) 申命記(5)
舊約(82次)

以賽亞書(8) 耶利米書(2) 耶利米哀歌(2) 以西結書(3) 但以理書(5)
小先知書(4) 何西阿書(0) 約珥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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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20)
詩歌智慧書(32) 約伯記(3) 詩篇(26) 箴言(3) 傳道書(0) 雅歌(0)

創31: 6 我盡了我的~服事你們的父親
33:14 前群畜和孩子的~慢慢的前行
49: 3 是我~強壯的時候生的、本當
出15: 2 耶和華是我的~、我的詩歌、
利 5: 7 他的~若不夠獻一隻羊羔、就
 5:11 他的~若不夠獻兩隻斑鳩、或
12: 8 他的~若不夠獻一隻羊羔、他
14:22 又照他的~取兩隻斑鳩、或是
14:30 人又要照他的~獻上一隻斑鳩
27: 8 司要按許願人的~估定他的價
申 8:17 這貨財是我~我能力得來的。
 8:18 因為得貨財的~是他給你的、
16:17 各人要按自己的~、照耶和華
21:17 因這兒子是他~強壯的時候生
33:25 日子如何、你的~也必如何。
書14:11 我的~那時如何、現在還是如
士 8:21 ~也是如何。基甸就起來、殺
16:28 求你賜我這一次的~、使我在

撒上 2: 4 已折斷．跌倒的人以~束腰。
 2: 9 然不動、人都不能靠~得勝。
 2:10 將~賜與所立的王、高舉受膏

撒下22:40 因為你曾以~束我的腰、使我
王下19: 3 要生產嬰孩、卻沒有~生產．

19:26 所以其中的居民~甚小、驚惶
23:35 按著各人的~派定、索要金銀
尼 8:10 耶和華而得的喜樂是你們的~
伯 6:25 ~何其大．但你們責備、是責
 9:19 若論~、他真有能力．若論審
18:12 他的~必因饑餓衰敗、禍患要
詩18: 1 耶和華我的~阿、我愛你。
18:32 惟有那以~束我的腰、使我行
18:39 因為你曾以~束我的腰、使我
27: 1 保障或作~〕我還懼誰呢。
28: 7 耶和華是我的~、是我的盾牌
28: 8 耶和華是他百姓的~、又是他
29:11 耶和華必賜~給他的百姓．耶
31:10 我的~因我的罪孽衰敗．我的
39:13 去而不返之先、可以~復原。
43: 2 因為你是賜我~的　神、為何
46: 1 是我們的~、是我們在患難中
52: 7 這就是那不以　神為他~的人
59: 9 我的~阿、我必仰望你．因為

59:16 但我要歌頌你的~、早晨要高
59:17 我的~阿、我要歌頌你．因為
62: 7 我~的磐石、我的避難所、都
65: 6 大能束腰、就用~安定諸山．
68:35 是那將~權能賜給他百姓的。
73:26 但　神是我心裏的~、又是我
81: 1 們當向　神我們的~大聲歡呼
84: 5 靠你有~心中想往錫安大道的
86:16 將你的~賜給僕人、救你婢女
89:17 你是他們~的榮耀．因為你喜
102:23 他使我的~、中道衰弱、使我
118:14 耶和華是我的~、是我的詩歌
140: 7 我救恩的~阿、在爭戰的日子
箴 3:27 你手若有行善的~、不可推辭
 5:10 恐怕外人滿得你的~、你勞碌
24:10 之日若膽怯、你的~就微小。
賽28: 6 並城門口打退仇敵者的~。
30: 2 要靠法老的~、加添自己的力
30: 2 加添自己的~、並投在埃及的
30: 3 所以法老的~、必作你們的羞
37: 3 將要生產嬰孩、卻沒有~生產
37:27 所以其中的居民~甚小、驚惶
40:29 他賜能力．軟弱的、他加~．
49: 5 貴、我的　神也成為我的~）
耶16:19 你是我的~、是我的保障、在
20: 7 你比我有~、且勝了我．我終
哀 1:14 他使我的~衰敗。主將我交在
 3:18 我的~衰敗、我在耶和華那裏
結46: 5 為羊羔照他的~而獻、一伊法
46: 7 為羊羔照他的~而獻、一伊法
46:11 為羊羔照他的~而獻、一伊法
但 2:41 泥攙雜、那國也必有鐵的~．
 7: 7 大有~、有大鐵牙、吞吃嚼碎
10:18 狀像人的、又摸我使我有~。
10:19 我便覺得有~、說、我主請說
10:19 我主請說、因你使我有~。
摩 6:13 我們不是憑自己的~取了角麼
彌 3: 8 滿有~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
鴻 3: 9 古實和埃及是他無窮的~．弗
哈 3:19 主耶和華是我的~．他使我的
路22:43 使從天上顯現、加添他的~。
徒11:29 照各人的~捐錢、送去供給住

羅 1:15 所以情願盡我的~、將福音也
林後 8: 3 我可以證明他們是按著~、而

 8: 3 而且也過了~、自己甘心樂意
弗 3:16 叫你們心裏的~剛強起來、
腓 4:13 我靠著那加給我~的、凡事都
提前 1:12 我感謝那給我~的、我們主基
提後 4:17 加給我~、使福音被我盡都傳
雅 5:16 義人祈禱所發的~、是大有功
彼前 4:11 要按著　神所賜的~服事．叫

 5:10 們、堅固你們、賜~給你們。
彼後 2:11 雖然~權能更大、還不用毀謗
啟 3: 8 你略有一點~、也曾遵守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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