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然而 聖經(162次)

新約(73次)
福音書(23)
歷史書(2)
保羅書信(42)

馬太福音(6) 馬可福音(3) 路加福音(7) 約翰福音(7)
使徒行傳(2)
羅馬書(6) 哥林多前書(12) 哥林多後書(2) 加拉太書(3) 以弗所書(3) 腓立比書(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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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摩太後書(5) 提多書(0) 腓利門書(1)

然而 rán é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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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律法書(11)
歷史書(32)

預言書(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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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紀(2) 出埃及記(1) 利未記(1) 民數記(5) 申命記(2)
舊約(89次)

以賽亞書(3) 耶利米書(6)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6) 但以理書(5)
小先知書(7) 何西阿書(2) 約珥書(0) 阿摩司書(0)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2) 彌迦書(2) 那鴻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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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約伯記(8) 詩篇(7) 箴言(0) 傳道書(4) 雅歌(0)

創 6: 3 ~他的日子還可到一百二十年
31: 7 的工價．~　神不容他害我。
出16:20 ~他們不聽摩西的話、內中有
利25:32 ~利未人所得為業的城邑、其
民13:28 ~住那地的民強壯、城邑也堅
14:44 ~耶和華的約櫃和摩西、沒有
24:22 ~基尼必至衰微、直到亞述把
26:11 ~可拉的眾子沒有死亡。
31:23 ~還要用除污穢的水潔淨它、
申12:15 ~在你各城裏、都可以照耶和
23: 5 ~耶和華你的　神不肯聽從巴
書14: 8 ~同我上去的眾弟兄使百姓的
士 1:33 ~伯示麥和伯亞納的居民、成
 1:35 ~約瑟家勝了他們、使他們成
16:22 ~他的頭髮被剃之後、又漸漸

撒上 2:25 ~他們還是不聽父親的話、因
20:26 ~這日掃羅沒有說甚麼．他想

撒下 5: 7 ~大衛攻取錫安的保障、就是
17:18 ~有一個童子看見他們、就去
19:27 ~我主我王如同　神的使者一

王上11:12 ~因你父親大衛的緣故、我不
15: 4 ~耶和華他的　神、因大衛的

王下 3: 3 ~他貼近尼八的兒子耶羅波安
13: 6 ~他們不離開耶羅波安家使以
17:29 ~各族之人在所住的城裏、各
22:18 ~差遣你們來求問耶和華的猶
23:26 ~耶和華向猶大所發猛烈的怒

代上11: 5 ~大衛攻取錫安的保障、就是
28: 4 ~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在我

代下12: 8 ~他們必作示撒的僕人、好叫
15:17 廢去．~亞撒的心一生誠實。
19: 3 ~你還有善行、因你從國中除
30:11 ~亞設、瑪拿西、西布倫中、
34:26 ~差遣你們來求問耶和華的猶
拉 3:12 ~有許多祭司、利未人、族長
 5:13 ~巴比倫王古列元年、他降旨
 9: 9 ~在受轄制之中、我們的　神
10: 2 　神、~以色列人還有指望。
尼 4: 9 ~我們禱告我們的　神、又因
 9:26 ~他們不順從、竟背叛你、將
 9:28 ~他們轉回、哀求你、你仍從
 9:31 ~你大發憐憫、不全然滅絕他

13:26 ~連他也被外邦女子引誘犯罪
伯10:13 ~你待我的這些事、早已藏在
13:15 ~我在他面前還要辯明我所行
17: 9 ~義人要持守所行的道、手潔
21:32 ~他要被抬到塋地、並有人看
23:10 ~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試煉
24:22 ~　神用能力保全有勢力的人
28:12 ~智慧有何處可尋．聰明之處
30:24 ~人仆倒、豈不伸手．遇災難
詩14: 6 辱．~耶和華是他的避難所。
31:22 ~、我呼求你的時候、你仍聽
73:23 ~我常與你同在．你攙著我的
82: 7 ~你們要死、與世人一樣．要
106: 8 ~他因自己的名拯救他們、為
106:44 ~他聽見他們哀告的時候、就
115: 3 ~我們的　神在天上．都隨自
傳 3:11 ~　神從始至終的作為、人不
 8:12 ~我準知道、敬畏　神的、就
 9:16 ~那貧窮人的智慧、被人藐視
11: 8 ~也當想到黑暗的日子、因為
賽10: 7 ~他不是這樣的意思、他心也
14:15 ~你必墜落陰間、到坑中極深
49: 4 ~我當得的理必在耶和華那裏
耶 2:21 ~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樹、全
20:11 ~耶和華與我同在、好像甚可
22: 6 ~我必使你變為曠野、為無人
25: 7 ~你們沒有聽從我、竟以手所
26:24 ~沙番的兒子亞希甘、保護耶
28: 7 ~我向你和眾民耳中所要說的
結14:22 ~其中必有剩下的人、他們連
16:60 ~我要追念在你幼年時與你所
29:18 ~他和他的軍兵攻打推羅、並
31:18 ~你要與伊甸的諸樹一同下到
44:11 ~他們必在我的聖地當僕役、
44:14 ~我要使他們看守殿宇、辦理
但 7:18 ~至高者的聖民、必要得國享
 7:26 ~審判者必坐著行審判、他的
11:24 攻打保障、~這都是暫時的。
11:33 ~他們多日必倒在刀下、或被
11:45 ~到了他的結局、必無人能幫
何 1:10 ~以色列的人數必如海沙、不
 4: 4 ~人都不必爭辯、也不必指責

拿 1: 4 ~耶和華使海中起大風、海就
 1:13 ~那些人竭力盪槳、要把船攏
彌 2: 8 ~近來我的民興起如仇敵、從
 7:13 ~、這地因居民的緣故、又因
哈 3:18 ~我要因耶和華歡欣、因救我
太 6:29 ~我告訴你們、就是所羅門極
11:11 ~天國裏最小的、比他還大。
19:30 ~有許多在前的將要在後、在
26:39 ~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
26:64 ~我告訴你們、後來你們要看
28:17 耶穌就拜他．~還有人疑惑。
可10:31 ~有許多在前的將要在後、在
13:10 ~福音必須先傳給萬民。
14:36 ~不要從我的意思、只要從你
路 7:28 ~　神國裏最小的比他還大。
10:20 ~不要因鬼服了你們就歡喜．
12:27 ~我告訴你們、就是所羅門極
18: 8 ~人子來的時候、遇得見世上
21:18 ~你們連一根頭髮、也必不損
22:27 ~我在你們中間、如同服事人
22:42 ~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
約 5:34 ~我說這些話、為要叫你們得
 5:40 ~你們不肯到我這裏來得生命
 6:23 ~有幾隻小船從提比哩亞來、
 7:27 ~我們知道這個人從那裏來．
13:10 是乾淨的、~不都是乾淨的。
16: 7 ~我將真情告訴你們．我去是
16:20 ~你們的憂愁、要變為喜樂。
徒14:17 ~為自己未嘗不顯出證據來、
26:22 ~我蒙　神的幫助、直到今日
羅 1:32 ~他們不但自己去行、還喜歡
 5:14 ~從亞當到摩西死就作了王、
 7: 8 ~罪趁著機會、就藉著誡命叫
 8:11 ~叫耶穌從死裏復活者的靈、
 8:37 ~靠著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
10:14 ~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

林前 2: 6 ~在完全的人中、我們也講智
 2:14 ~屬血氣的人不領會　神聖靈
 4:19 ~主若許我、我必快到你們那
 7:28 ~這等人肉身必受苦難．我卻
 7:40 ~按我的意見、若常守節更有
 8: 6 ~我們只有一位　神、就是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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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2 ~我們沒有用過這權柄、倒凡
 9:19 ~我甘心作了眾人的僕人、為
11:11 ~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是無男
14: 2 ~他在心靈裏、卻是講說各樣
14:20 ~在惡事上要作嬰孩．在心志
15:10 ~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

林後 3:15 ~直到今日、每逢誦讀摩西書
11:21 ~人在何事上勇敢、（我說句
加 1:15 ~那把我從母腹裏分別出來、
 4:23 ~那使女所生的、是按著血氣
 4:30 ~經上是怎麼說的呢．是說、
弗 2: 4 ~　神既有豐富的憐憫．因他
 3: 8 ~他還賜我這恩典、叫我把基
 5:33 ~你們各人都當愛妻子、如同
腓 1:24 ~我在肉身活著、為你們更是
 2:25 ~我想必須打發以巴弗提到你
 2:27 ~　神憐恤他、不但憐恤他、
 3:16 ~我們到了甚麼地步、就當照
 4:14 ~你們和我同受患難、原是美

帖前 2: 2 ~還是靠我們的　神放開膽量
提前 1:13 ~我還蒙了憐憫、因我是不信

 1:16 ~我蒙了憐憫、是因耶穌基督
 2:15 ~女人若常存信心愛心、又聖
 6: 6 ~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

提後 1:12 ~我不以為恥．因為知道我所
 2: 9 ~　神的道、卻不被捆綁。
 2:19 ~　神堅固的根基立住了．上
 2:24 ~主的僕人不可爭競、只要溫
 3: 9 ~他們不能再這樣敵擋、因為
門 1: 9 ~像我這有年紀的保羅、現在
啟 2: 4 ~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就是
 2: 6 ~你還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
 2:14 ~有幾件事我要責備你、因為
 2:20 ~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就是
 3: 4 ~在撒狄你還有幾名是未曾污
10: 9 發苦、~在你口中要甜如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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