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命令 圣经(144次)

新约(36次)
福音书(9)
历史书(2)
保罗书信(7)

马太福音(0)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0) 约翰福音(9)
使徒行传(2)
罗马书(0) 哥林多前书(2) 哥林多后书(0) 加拉太书(0) 以弗所书(0) 腓立比书(0) 歌罗西书(0) 帖
撒罗尼迦前书(1) 帖撒罗尼迦后书(0) 提摩太前书(3) 提摩太后书(0) 提多书(1) 腓利门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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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17) 希伯来书(1) 雅各书(0) 彼得前书(0) 彼得后书(1) 约翰壹书(10) 约翰贰书(5)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0)
启示录(1)

律法书(19)
历史书(39)

预言书(1)

约书亚记(1) 士师记(1)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11) 撒母耳记下(2) 列王记上(3) 列王记下(0) 历
代志上(5) 历代志下(3) 以斯拉记(8) 尼希米记(4) 以斯帖记(1)

创世纪(2) 出埃及记(2) 利未记(1) 民数记(6) 申命记(8)
旧约(108次)

以赛亚书(1) 耶利米书(0)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结书(0) 但以理书(3)
小先知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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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2)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1)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5)
诗歌智慧书(40) 约伯记(2) 诗篇(30) 箴言(6) 传道书(2) 雅歌(0)

创26: 5 咐、和我的~、律例、法度。
41:44 若没有你的~、不许人擅自办
出24: 3 将耶和华的~、典章、都述说
24: 4 摩西将耶和华的~都写上、清
利27:34 山为以色列人所吩咐摩西的~
民14:41 你们为何违背耶和华的~呢、
15:22 耶和华所晓谕摩西的这一切~
15:31 违背耶和华的~、那人总要剪
15:39 见就记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
15:40 使你们记念遵行我一切的~、
36:13 借着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
申 1:26 竟违背了耶和华你们　神的~
 1:43 竟违背耶和华的~、擅自上山
 4: 2 就是耶和华你们　神的~。
 9:23 们违背了耶和华你们　神的~
15: 4 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的~
26:13 是照你所吩咐我的一切~、你
26:13 你的~我都没有违背、也没有
31: 5 要照我所吩咐的一切~待他们
书 1:18 无论什么人违背你的~、不听
士 2:17 不如他们列祖顺从耶和华的~
撒上12:14 不违背他的~、你们和治理你

12:15 违背他的~、耶和华的手必攻
13:13 守耶和华你　神所吩咐你的~
15:11 不遵守我的~．撒母耳便甚忧
15:13 你、耶和华的~我已遵守了。
15:19 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
15:20 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行
15:23 你既厌弃耶和华的~、耶和华
15:24 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和你的
15:26 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耶和
28:18 因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他

撒下12: 9 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行
24: 4 但王的~胜过约押和众军长、

王上 2:43 的誓、和我所吩咐你的~呢。
13:21 不遵守耶和华你　神的~．
13:26 这是那违背了耶和华~的神人

代上12:32 他们族弟兄都听从他们的~。
21: 4 但王的~胜过约押。约押就出
21: 6 中．因为约押厌恶王的这~。
28:21 领和众民、一心听从你的~。
29:19 遵守你的~、法度、律例、成

代下29:15 耶和华的~、进去洁净耶和华
30: 5 于是定了~、传遍以色列、从
30:12 众首领凭耶和华之言所发的~
拉 6:11 无论谁更改这~、必从他房屋
 6:12 若有王和民伸手更改这~、拆
 6:13 因大利乌王所发的~、就急速
 6:14 他们遵着以色列　神的~、和
 7:26 和王~的人、就当速速定他的
 9:10 因为我们已经离弃你的~、
 9:14 我们岂可再违背你的~、与这
10: 3 主和那因　神~战兢之人所议
尼11:23 王为歌唱的出~、每日供给他
12:24 照着神人大卫的~、一班一班
12:45 照着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的~
13: 5 和照~供给利未人、歌唱的、
斯 3: 3 改说、你为何违背王的~呢．
伯23:12 他嘴唇的~、我未曾背弃．我
28:26 他为雨露定~、为雷电定道路
诗19: 8 耶和华的~清洁、能明亮人的
68:11 主发~、传好信息的妇女成了
78: 7 　神的作为．惟要守他的~．
103:20 听从他~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
111:10 凡遵行他~的、是聪明人．耶
112: 1 甚喜爱他~的、这人便为有福
119: 6 我看重你的一切~、就不至于
119:10 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
119:19 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
119:21 受咒诅偏离你~的骄傲人、你
119:32 候、我就往你~的道上直奔。
119:35 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因为这
119:47 我要在你的~中自乐．这命令
119:47 自乐．这~素来是我所爱的。
119:48 你的~。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
119:48 这~素来是我所爱的．我也要
119:60 我急忙遵守你的~、并不迟延
119:66 识赐给我．因我信了你的~。
119:73 赐我悟性、可以学习你的~。
119:86 你的~尽都诚实．他们无理地
119:96 限．惟有你的~、极其宽广。
119:98 你的~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
119:115我吧、我好遵守我　神的~。
119:127所以我爱你的~、胜于金子、

119:131口而气喘．因我切慕你的~。
119:143苦．你的~却是我所喜爱的。
119:151相近．你一切的~尽都真实。
119:166了你的救恩、遵行了你的~。
119:172话．因你一切的~尽都公义。
119:176找仆人．因我不忘记你的~。
箴 2: 1 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
 4: 4 语、遵守我的~、便得存活。
 7: 1 的言语、将我的~存记在心．
 7: 2 遵守我的~、就得存活．保守
 8:29 使水不越过他的~、立定大地
10: 8 必受~．口里愚妄的、必致倾
传 8: 2 我劝你遵守王的~．既指　神
 8: 5 凡遵守~的、必不经历祸患．
赛48:18 甚愿你素来听从我的~、你的
哀 1:18 是因我违背他的~。众民哪、
但 2:13 于是~发出、哲士将要见杀、
 2:15 王的~为何这样紧急呢．亚略
 9:23 就发出~、我来告诉你、因你
何 5:11 以法莲因乐从人的~、就受欺
弥 7:11 开展、〔或作~必传到远方〕
番 2: 1 趁~没有发出、日子过去如风
 3: 2 他不听从~、不领受训诲、不
亚 3: 7 谨守我的~、你就可以管理我
约10:18 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
12:49 已经给我~、叫我说什么、讲
12:50 我也知道他的~就是永生．故
13:34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乃是叫
14:15 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
14:21 有了我的~又遵守的、这人就
15:10 你们若遵守我的~、就常在我
15:10 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常在
15:12 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
徒17: 7 这些人都违背该撒的~、说另
26:12 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往

林前 7:25 我没有主的~、但我既蒙主怜
14:37 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

帖前 4: 2 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
提前 1: 5 但~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

 1:18 将这~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
 6:14 要守这~、毫不玷污、无可指
多 1: 3 着　神我们救主的~交托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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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1: 3 常用他权能的~托住万有、他
彼后 3: 2 和主救主的~、就是使徒所传
约壹 2: 7 不是一条新~、乃是你们从起

 2: 7 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
 2: 7 这旧~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
 2: 8 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在
 3:11 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
 3:22 因为我们遵守他的~、行他所
 3:23 　神的~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
 3:23 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彼此相爱
 3:24 遵守　神~的、就住在　神里
 4:21 这是我们从　神所受的~。

约贰 1: 4 我们从父所受之~遵行真理的
 1: 5 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给你、
 1: 5 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
 1: 6 我们若照他的~行、这就是爱
 1: 6 初所听见当行的、就是这~。
启 2:26 那得胜又遵守我~到底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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