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然而 圣经(162次)

新约(73次)
福音书(23)
历史书(2)
保罗书信(42)

马太福音(6) 马可福音(3) 路加福音(7) 约翰福音(7)
使徒行传(2)
罗马书(6) 哥林多前书(12) 哥林多后书(2) 加拉太书(3) 以弗所书(3) 腓立比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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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摩太后书(5) 提多书(0) 腓利门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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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0) 希伯来书(0) 雅各书(0) 彼得前书(0) 彼得后书(0) 约翰壹书(0)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0)
启示录(6)

律法书(11)
历史书(32)

预言书(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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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2) 出埃及记(1) 利未记(1) 民数记(5) 申命记(2)
旧约(89次)

以赛亚书(3) 耶利米书(6)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6) 但以理书(5)
小先知书(7) 何西阿书(2) 约珥书(0) 阿摩司书(0)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2) 弥迦书(2) 那鸿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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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约伯记(8) 诗篇(7) 箴言(0) 传道书(4) 雅歌(0)

创 6: 3 ~他的日子还可到一百二十年
31: 7 的工价．~　神不容他害我。
出16:20 ~他们不听摩西的话、内中有
利25:32 ~利未人所得为业的城邑、其
民13:28 ~住那地的民强壮、城邑也坚
14:44 ~耶和华的约柜和摩西、没有
24:22 ~基尼必至衰微、直到亚述把
26:11 ~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
31:23 ~还要用除污秽的水洁净它、
申12:15 ~在你各城里、都可以照耶和
23: 5 ~耶和华你的　神不肯听从巴
书14: 8 ~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
士 1:33 ~伯示麦和伯亚纳的居民、成
 1:35 ~约瑟家胜了他们、使他们成
16:22 ~他的头发被剃之后、又渐渐

撒上 2:25 ~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
20:26 ~这日扫罗没有说什么．他想

撒下 5: 7 ~大卫攻取锡安的保障、就是
17:18 ~有一个童子看见他们、就去
19:27 ~我主我王如同　神的使者一

王上11:12 ~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不
15: 4 ~耶和华他的　神、因大卫的

王下 3: 3 ~他贴近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
13: 6 ~他们不离开耶罗波安家使以
17:29 ~各族之人在所住的城里、各
22:18 ~差遣你们来求问耶和华的犹
23:26 ~耶和华向犹大所发猛烈的怒

代上11: 5 ~大卫攻取锡安的保障、就是
28: 4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在我

代下12: 8 ~他们必作示撒的仆人、好叫
15:17 废去．~亚撒的心一生诚实。
19: 3 ~你还有善行、因你从国中除
30:11 ~亚设、玛拿西、西布伦中、
34:26 ~差遣你们来求问耶和华的犹
拉 3:12 ~有许多祭司、利未人、族长
 5:13 ~巴比伦王古列元年、他降旨
 9: 9 ~在受辖制之中、我们的　神
10: 2 　神、~以色列人还有指望。
尼 4: 9 ~我们祷告我们的　神、又因
 9:26 ~他们不顺从、竟背叛你、将
 9:28 ~他们转回、哀求你、你仍从
 9:31 ~你大发怜悯、不全然灭绝他

13:26 ~连他也被外邦女子引诱犯罪
伯10:13 ~你待我的这些事、早已藏在
13:15 ~我在他面前还要辩明我所行
17: 9 ~义人要持守所行的道、手洁
21:32 ~他要被抬到茔地、并有人看
23:10 ~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
24:22 ~　神用能力保全有势力的人
28:12 ~智慧有何处可寻．聪明之处
30:24 ~人仆倒、岂不伸手．遇灾难
诗14: 6 辱．~耶和华是他的避难所。
31:22 ~、我呼求你的时候、你仍听
73:23 ~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
82: 7 ~你们要死、与世人一样．要
106: 8 ~他因自己的名拯救他们、为
106:44 ~他听见他们哀告的时候、就
115: 3 ~我们的　神在天上．都随自
传 3:11 ~　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
 8:12 ~我准知道、敬畏　神的、就
 9:16 ~那贫穷人的智慧、被人藐视
11: 8 ~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
赛10: 7 ~他不是这样的意思、他心也
14:15 ~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
49: 4 ~我当得的理必在耶和华那里
耶 2:21 ~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全
20:11 ~耶和华与我同在、好像甚可
22: 6 ~我必使你变为旷野、为无人
25: 7 ~你们没有听从我、竟以手所
26:24 ~沙番的儿子亚希甘、保护耶
28: 7 ~我向你和众民耳中所要说的
结14:22 ~其中必有剩下的人、他们连
16:60 ~我要追念在你幼年时与你所
29:18 ~他和他的军兵攻打推罗、并
31:18 ~你要与伊甸的诸树一同下到
44:11 ~他们必在我的圣地当仆役、
44:14 ~我要使他们看守殿宇、办理
但 7:18 ~至高者的圣民、必要得国享
 7:26 ~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的
11:24 攻打保障、~这都是暂时的。
11:33 ~他们多日必倒在刀下、或被
11:45 ~到了他的结局、必无人能帮
何 1:10 ~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不
 4: 4 ~人都不必争辩、也不必指责

拿 1: 4 ~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
 1:13 ~那些人竭力荡桨、要把船拢
弥 2: 8 ~近来我的民兴起如仇敌、从
 7:13 ~、这地因居民的缘故、又因
哈 3:18 ~我要因耶和华欢欣、因救我
太 6:29 ~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
11:11 ~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
19:30 ~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
26:39 ~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
26:64 ~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
28:17 耶稣就拜他．~还有人疑惑。
可10:31 ~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
13:10 ~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
14:36 ~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
路 7:28 ~　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
10:20 ~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
12:27 ~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
18: 8 ~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
21:18 ~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
22:27 ~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事人
22:42 ~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
约 5:34 ~我说这些话、为要叫你们得
 5:40 ~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
 6:23 ~有几只小船从提比哩亚来、
 7:27 ~我们知道这个人从那里来．
13:10 是干净的、~不都是干净的。
16: 7 ~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
16:20 ~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
徒14:17 ~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
26:22 ~我蒙　神的帮助、直到今日
罗 1:32 ~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
 5:14 ~从亚当到摩西死就作了王、
 7: 8 ~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
 8:11 ~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
 8:37 ~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
10:14 ~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

林前 2: 6 ~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
 2:14 ~属血气的人不领会　神圣灵
 4:19 ~主若许我、我必快到你们那
 7:28 ~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我却
 7:40 ~按我的意见、若常守节更有
 8: 6 ~我们只有一位　神、就是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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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2 ~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倒凡
 9:19 ~我甘心作了众人的仆人、为
11:11 ~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
14: 2 ~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
14:20 ~在恶事上要作婴孩．在心志
15:10 ~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

林后 3:15 ~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
11:21 ~人在何事上勇敢、（我说句
加 1:15 ~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
 4:23 ~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
 4:30 ~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
弗 2: 4 ~　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
 3: 8 ~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
 5:33 ~你们各人都当爱妻子、如同
腓 1:24 ~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
 2:25 ~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
 2:27 ~　神怜恤他、不但怜恤他、
 3:16 ~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
 4:14 ~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

帖前 2: 2 ~还是靠我们的　神放开胆量
提前 1:13 ~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

 1:16 ~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
 2:15 ~女人若常存信心爱心、又圣
 6: 6 ~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

提后 1:12 ~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
 2: 9 ~　神的道、却不被捆绑。
 2:19 ~　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
 2:24 ~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
 3: 9 ~他们不能再这样敌挡、因为
门 1: 9 ~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
启 2: 4 ~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
 2: 6 ~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
 2:14 ~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
 2:20 ~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
 3: 4 ~在撒狄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
10: 9 发苦、~在你口中要甜如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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