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命令 聖經(144次)

新約(36次)
福音書(9)
歷史書(2)
保羅書信(7)

馬太福音(0)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0) 約翰福音(9)
使徒行傳(2)
羅馬書(0) 哥林多前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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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帖
撒羅尼迦前書(1) 帖撒羅尼迦後書(0) 提摩太前書(3) 提摩太後書(0) 提多書(1) 腓利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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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17) 希伯來書(1) 雅各書(0) 彼得前書(0) 彼得後書(1) 約翰壹書(10) 約翰贰書(5) 約翰叁書(0) 猶大
書(0)
啟示錄(1)

律法書(19)
歷史書(39)

預言書(1)

約書亞記(1) 士師記(1)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11) 撒母耳記下(2) 列王記上(3) 列王記下(0) 歷
代志上(5) 歷代志下(3) 以斯拉記(8) 尼希米記(4) 以斯帖記(1)

創世紀(2) 出埃及記(2) 利未記(1) 民數記(6) 申命記(8)
舊約(108次)

以賽亞書(1) 耶利米書(0)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結書(0) 但以理書(3)
小先知書(5) 何西阿書(1) 約珥書(0) 阿摩司書(0)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1)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2)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1)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5)
詩歌智慧書(40) 約伯記(2) 詩篇(30) 箴言(6) 傳道書(2) 雅歌(0)

創26: 5 咐、和我的~、律例、法度。
41:44 若沒有你的~、不許人擅自辦
出24: 3 將耶和華的~、典章、都述說
24: 4 摩西將耶和華的~都寫上、清
利27:34 山為以色列人所吩咐摩西的~
民14:41 你們為何違背耶和華的~呢、
15:22 耶和華所曉諭摩西的這一切~
15:31 違背耶和華的~、那人總要剪
15:39 見就記念遵行耶和華一切的~
15:40 使你們記念遵行我一切的~、
36:13 藉著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
申 1:26 竟違背了耶和華你們　神的~
 1:43 竟違背耶和華的~、擅自上山
 4: 2 就是耶和華你們　神的~。
 9:23 們違背了耶和華你們　神的~
15: 4 行我今日所吩咐你這一切的~
26:13 是照你所吩咐我的一切~、你
26:13 你的~我都沒有違背、也沒有
31: 5 要照我所吩咐的一切~待他們
書 1:18 無論甚麼人違背你的~、不聽
士 2:17 不如他們列祖順從耶和華的~
撒上12:14 不違背他的~、你們和治理你

12:15 違背他的~、耶和華的手必攻
13:13 守耶和華你　神所吩咐你的~
15:11 不遵守我的~．撒母耳便甚憂
15:13 你、耶和華的~我已遵守了。
15:19 你為何沒有聽從耶和華的~、
15:20 我實在聽從了耶和華的~、行
15:23 你既厭棄耶和華的~、耶和華
15:24 就違背了耶和華的~、和你的
15:26 因為你厭棄耶和華的~．耶和
28:18 因你沒有聽從耶和華的~、他

撒下12: 9 你為甚麼藐視耶和華的~、行
24: 4 但王的~勝過約押和眾軍長、

王上 2:43 的誓、和我所吩咐你的~呢。
13:21 不遵守耶和華你　神的~．
13:26 這是那違背了耶和華~的神人

代上12:32 他們族弟兄都聽從他們的~。
21: 4 但王的~勝過約押。約押就出
21: 6 中．因為約押厭惡王的這~。
28:21 領和眾民、一心聽從你的~。
29:19 遵守你的~、法度、律例、成

代下29:15 耶和華的~、進去潔淨耶和華
30: 5 於是定了~、傳遍以色列、從
30:12 眾首領憑耶和華之言所發的~
拉 6:11 無論誰更改這~、必從他房屋
 6:12 若有王和民伸手更改這~、拆
 6:13 因大利烏王所發的~、就急速
 6:14 他們遵著以色列　神的~、和
 7:26 和王~的人、就當速速定他的
 9:10 因為我們已經離棄你的~、
 9:14 我們豈可再違背你的~、與這
10: 3 主和那因　神~戰兢之人所議
尼11:23 王為歌唱的出~、每日供給他
12:24 照著神人大衛的~、一班一班
12:45 照著大衛和他兒子所羅門的~
13: 5 和照~供給利未人、歌唱的、
斯 3: 3 改說、你為何違背王的~呢．
伯23:12 他嘴唇的~、我未曾背棄．我
28:26 他為雨露定~、為雷電定道路
詩19: 8 耶和華的~清潔、能明亮人的
68:11 主發~、傳好信息的婦女成了
78: 7 　神的作為．惟要守他的~．
103:20 聽從他~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
111:10 凡遵行他~的、是聰明人．耶
112: 1 甚喜愛他~的、這人便為有福
119: 6 我看重你的一切~、就不至於
119:10 求你不要叫我偏離你的~。
119:19 求你不要向我隱瞞你的~。
119:21 受咒詛偏離你~的驕傲人、你
119:32 候、我就往你~的道上直奔。
119:35 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因為這
119:47 我要在你的~中自樂．這命令
119:47 自樂．這~素來是我所愛的。
119:48 你的~。這命令素來是我所愛
119:48 這~素來是我所愛的．我也要
119:60 我急忙遵守你的~、並不遲延
119:66 識賜給我．因我信了你的~。
119:73 賜我悟性、可以學習你的~。
119:86 你的~盡都誠實．他們無理地
119:96 限．惟有你的~、極其寬廣。
119:98 你的~常存在我心裏、使我比
119:115我吧、我好遵守我　神的~。
119:127所以我愛你的~、勝於金子、

119:131口而氣喘．因我切慕你的~。
119:143苦．你的~卻是我所喜愛的。
119:151相近．你一切的~盡都真實。
119:166了你的救恩、遵行了你的~。
119:172話．因你一切的~盡都公義。
119:176找僕人．因我不忘記你的~。
箴 2: 1 領受我的言語、存記我的~、
 4: 4 語、遵守我的~、便得存活。
 7: 1 的言語、將我的~存記在心．
 7: 2 遵守我的~、就得存活．保守
 8:29 使水不越過他的~、立定大地
10: 8 必受~．口裏愚妄的、必致傾
傳 8: 2 我勸你遵守王的~．既指　神
 8: 5 凡遵守~的、必不經歷禍患．
賽48:18 甚願你素來聽從我的~、你的
哀 1:18 是因我違背他的~。眾民哪、
但 2:13 於是~發出、哲士將要見殺、
 2:15 王的~為何這樣緊急呢．亞略
 9:23 就發出~、我來告訴你、因你
何 5:11 以法蓮因樂從人的~、就受欺
彌 7:11 開展、〔或作~必傳到遠方〕
番 2: 1 趁~沒有發出、日子過去如風
 3: 2 他不聽從~、不領受訓誨、不
亞 3: 7 謹守我的~、你就可以管理我
約10:18 來．這是我從我父所受的~。
12:49 已經給我~、叫我說甚麼、講
12:50 我也知道他的~就是永生．故
13:34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乃是叫
14:15 們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
14:21 有了我的~又遵守的、這人就
15:10 你們若遵守我的~、就常在我
15:10 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常在
15:12 愛你們一樣、這就是我的~。
徒17: 7 這些人都違背該撒的~、說另
26:12 我領了祭司長的權柄和~、往

林前 7:25 我沒有主的~、但我既蒙主憐
14:37 我所寫給你們的是主的~。

帖前 4: 2 我們憑主耶穌傳給你們甚麼~
提前 1: 5 但~的總歸就是愛．這愛是從

 1:18 將這~交託你、叫你因此可以
 6:14 要守這~、毫不玷污、無可指
多 1: 3 著　神我們救主的~交託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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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1: 3 常用他權能的~托住萬有、他
彼後 3: 2 和主救主的~、就是使徒所傳
約壹 2: 7 不是一條新~、乃是你們從起

 2: 7 乃是你們從起初所受的舊~．
 2: 7 這舊~就是你們所聽見的道。
 2: 8 我寫給你們的是一條新~、在
 3:11 這就是你們從起初所聽見的~
 3:22 因為我們遵守他的~、行他所
 3:23 　神的~就是叫我們信他兒子
 3:23 照他所賜給我們的~彼此相愛
 3:24 遵守　神~的、就住在　神裏
 4:21 這是我們從　神所受的~。

約貳 1: 4 我們從父所受之~遵行真理的
 1: 5 這並不是我寫一條新~給你、
 1: 5 乃是我們從起初所受的~。
 1: 6 我們若照他的~行、這就是愛
 1: 6 初所聽見當行的、就是這~。
啟 2:26 那得勝又遵守我~到底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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