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起名 聖經(92次)

新約(9次)
福音書(8)
歷史書(1)
保羅書信(0)

馬太福音(2) 馬可福音(2) 路加福音(4)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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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帖
撒羅尼迦前書(0) 帖撒羅尼迦後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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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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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啟示錄(0)

律法書(50)
歷史書(25)

預言書(0)

約書亞記(1) 士師記(6) 路得記(1) 撒母耳記上(3) 撒母耳記下(2) 列王記上(4) 列王記下(1) 歷代
志上(3) 歷代志下(2) 以斯拉記(1) 尼希米記(1) 以斯帖記(0)

創世紀(46) 出埃及記(4) 利未記(0) 民數記(0) 申命記(0)
舊約(8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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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4)
詩歌智慧書(1) 約伯記(1) 詩篇(0) 箴言(0) 傳道書(0) 雅歌(0)

創 3:20 亞當給他妻子~叫夏娃、因為
 4:25 ~叫塞特、意思說、　神另給
 4:26 ~叫以挪士。那時候人才求告
 5: 3 自己相似、就給他~叫塞特。
 5:29 給他~叫挪亞、說、這個兒子
16:11 可以給他~叫以實瑪利、因為
16:15 亞伯蘭給他~叫以實瑪利。
17:19 你要給他~叫以撒、我要與他
19:37 給他~叫摩押、就是現今摩押
19:38 給他~叫便亞米、就是現今亞
21: 3 罕給撒拉所生的兒子~叫以撒
21:31 所以他給那地方~叫別是巴、
22:14 拉罕給那地方~叫耶和華以勒
25:25 他們就給他~叫以掃。〔以掃
25:26 因此給他~叫雅各。〔雅各就
26:20 以撒就給那井~叫埃色、因為
26:21 因此以撒給這井~叫西提拿。
26:22 他就給那井~叫利河伯．〔就
26:33 他就給那井~叫示巴．因此那
28:19 他就給那地方~、叫伯特利．
29:32 就給他~叫流便、〔就是有兒
29:33 於是給他~叫西緬。〔就是聽
29:34 ~叫利未、〔就是聯合的意思
29:35 因此給他~叫猶大．〔就是讚
30: 6 因此給他~叫但。〔就是伸冤
30: 8 於是給他~叫拿弗他利。〔就
30:11 於是給他~叫迦得。〔就是萬
30:13 於是給他~叫亞設。〔就是有
30:18 於是給他~叫以薩迦。〔就是
30:20 於是給他~西布倫。〔就是同
30:21 了一個女兒、給他~叫底拿。
30:24 就給他~叫約瑟、〔就是增添
32: 2 於是給那地方~叫瑪哈念。〔
32:30 雅各便給那地方~叫毗努伊勒
33:20 ~叫伊利伊羅伊以色列。〔就
35: 7 就給那地方~叫伊勒伯特利、
35:15 雅各就給那地方~叫伯特利。
35:18 就給他兒子~叫便俄尼、他父
35:18 他父親卻給他~叫便雅憫。
38: 3 生了兒子、猶大給他~叫珥。
38: 4 了兒子、母親給他~叫俄南。
38: 5 給他~叫示拉．他生示拉的時

38:29 來呢、因此給他~叫法勒斯。
38:30 也生出來、就給他~叫謝拉。
41:51 約瑟給長子~叫瑪拿西、〔就
41:52 他給次子~叫以法蓮、〔就是
出 2:10 他給孩子~叫摩西、意思說、
 2:22 摩西給他~叫革舜、意思說、
17: 7 他給那地方~叫瑪撒、〔就是
17:15 ~叫耶和華尼西。〔就是耶和
書22:34 給壇~叫證壇、意思說、這壇
士 1:26 ~叫路斯、那城到如今還叫這
 2: 5 於是給那地方~叫波金〔就是
 6:24 ~叫耶和華沙龍〔就是耶和華
 8:31 子．基甸與他~叫亞比米勒。
13:24 給他~叫參孫．孩子長大、耶
18:29 給那城~叫但．原先那城名叫
得 4:17 就給孩子~叫俄備得、這俄備
撒上 1:20 給他~叫撒母耳、說、這是我

 4:21 他給孩子~叫以迦博、說、榮
 7:12 給石頭~叫以便以謝、說、到

撒下 5: 9 給保障~叫大衛城．大衛又從
12:24 給他~叫所羅門。耶和華也喜

王上 7:21 ~叫雅斤．左邊立一根、起名
 7:21 左邊立一根、~叫波阿斯。
 9:13 他就給這城邑之地~叫迦步勒
16:24 給所造的城~叫撒瑪利亞。

王下17:34 就是從前耶和華~叫以色列的
代上 4: 9 他母親給他~叫雅比斯、意思

 7:16 ~叫毗利施．毗利施的兄弟名
 7:23 禍、就給這兒子~叫比利亞。

代下 3:17 右邊的~叫雅斤、左邊的起名
 3:17 叫雅斤、左邊的~叫波阿斯。
拉 2:61 女兒為妻、所以~叫巴西萊．
尼 7:63 女兒為妻、所以~叫巴西萊。
伯42:14 他給長女~叫耶米瑪．次女叫
賽 7:14 給他~叫以馬內利。〔就是
 8: 3 給他~叫瑪黑珥沙拉勒哈施罷
耶11:16 從前耶和華給你~叫青橄欖樹
但 1: 7 太監長給他們~、稱但以理為
何 1: 4 給他~叫耶斯列、因為再過片
 1: 6 給他~叫羅路哈瑪、〔就是不
 1: 9 給他~叫羅阿米、〔就是非我
太 1:21 你要給他~叫耶穌．因他要將

 1:25 胎的兒子〕就給他~叫耶穌。
可 3:16 西門、耶穌又給他~叫彼得．
 3:17 又給這兩個人~叫半尼其、就
路 1:13 個兒子、你要給他~叫約翰。
 1:31 孕生子、可以給他~叫耶穌。
 2:21 與他~叫耶穌、這就是沒有成
 6:14 耶穌又給他~叫彼得、還有他
徒 1:19 給那塊田~叫亞革大馬、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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