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身體 聖經(118次)

新約(73次)
福音書(29)
歷史書(0)
保羅書信(35)

馬太福音(9) 馬可福音(5) 路加福音(10) 約翰福音(5)
使徒行傳(0)
羅馬書(9) 哥林多前書(11) 哥林多後書(3) 加拉太書(2) 以弗所書(5) 腓立比書(2) 歌羅西書(1) 
帖撒羅尼迦前書(1) 帖撒羅尼迦後書(0) 提摩太前書(1) 提摩太後書(0)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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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9) 希伯來書(5) 雅各書(2) 彼得前書(0) 彼得後書(0) 約翰壹書(0)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1) 猶大
書(1)
啟示錄(0)

律法書(11)
歷史書(13)

預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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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紀(3) 出埃及記(0) 利未記(5) 民數記(0) 申命記(3)
舊約(45次)

以賽亞書(2) 耶利米書(2) 耶利米哀歌(2) 以西結書(2) 但以理書(3)
小先知書(1) 何西阿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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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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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詩歌智慧書(9) 約伯記(4) 詩篇(2) 箴言(1) 傳道書(1) 雅歌(1)

創25:25 先產的~發紅、渾身有毛、如
38:14 又遮住~、坐在亭拿路上的伊
47:18 眼前除了我們的~和田地之外
利13: 7 將~給祭司察看以後、癬若在
13: 7 了、他要再將~給祭司察看．
15: 7 那摸患漏症人~的、必不潔淨
24:19 人若使他鄰舍的~有殘疾、他
24:20 他怎樣叫人的~有殘疾、也要
申 2:10 多、~高大、像亞衲人一樣。
 2:21 那民眾多~高大、像亞衲人一
31:20 ~肥胖、就必偏向別神事奉他
士16:20 我要像前幾次出去活動~．他
撒上 4:18 ~沉重。以利作以色列的士師

 9: 2 比他的．~比眾民高過一頭。
10:23 姓中間、~比眾民高過一頭。

王上17:21 這孩子的靈魂、仍入他的~。
17:22 魂、仍入他的~、他就活了。
18:28 槍自割、自刺、直到~流血。

王下 4:34 上、孩子的~就漸漸溫和了。
尼 5: 5 我們的~、與我們弟兄的身體
 5: 5 與我們弟兄的~一樣、我們的
 9:25 ~肥胖、因你的大恩、心中快
 9:37 他們任意轄制我們的~、和牲
斯 2:12 眾女子照例先潔淨~十二個月
伯 2: 8 就坐在爐灰中、拿瓦片刮~。
16: 8 我~的枯瘦也當面見證我的不
21:23 有人至死~強壯、盡得平靖安
30: 3 ~枯瘦、在荒廢淒涼的幽暗中
詩38: 8 ~疲倦．因心裏不安、我就唉
73: 6 強暴像衣裳遮住他們的~。
箴 5:11 終久你皮肉和~消毀、你就悲
傳12:12 沒有窮盡．讀書多、~疲倦。
歌 5:14 他的~如同雕刻的象牙、周圍
賽17: 4 薄、他肥胖的~、必漸瘦弱。
32:11 去衣服、赤著~、腰束麻布。
耶41: 5 ~畫破、手拿素祭和乳香、要
51:35 損害我的~．願這罪歸給他．
哀 4: 7 他們的~、比紅寶玉〔或作珊
 4: 9 土產、就~衰弱、漸漸消滅。
結10:22 並~的形像、是我從前在迦巴
44:18 子．不可穿使~出汗的衣服。
但 3:27 見火無力傷他們的~、頭髮也

 7:11 殺、~損壞、扔在火中焚燒。
10: 6 他~如水蒼玉、面貌如閃電、
哈 3:16 ~戰兢、嘴唇發顫、骨中朽爛
太 6:25 為~憂慮穿甚麼．生命不勝於
 6:25 於飲食麼、~不勝於衣裳麼。
 8: 4 只要去把~給祭司察看、獻上
10:28 那殺~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
10:28 惟有能把~和靈魂都滅在地獄
26:26 你們拿著吃．這是我的~。
27:52 已睡聖徒的~、多有起來的。
27:58 求耶穌的~．彼拉多就吩咐給
27:59 約瑟取了~、用乾淨細麻布裹
可 1:44 只要去把~給祭司察看、又因
 9:18 ~枯乾、我請過你的門徒把鬼
14:22 你們拿著吃．這是我的~。
15:43 進去見彼拉多、求耶穌的~。
16: 1 買了香膏、要去膏耶穌的~。
路 5:14 只要去把~給祭司察看、又要
12: 4 那殺~以後、不能再作甚麼的
12:22 慮吃甚麼．為~憂慮穿甚麼。
12:23 生命勝於飲食、~勝於衣裳。
17:14 你們去把~給祭司察看。他們
22:19 這是我的~、為你們捨的．你
23:52 人去見彼拉多、求耶穌的~．
23:55 了墳墓、和他的~怎樣安放。
24: 3 進去、只是不見主耶穌的~。
24:23 不見他的~、就回來告訴我們
約 2:21 耶穌這話、是以他的~為殿。
19:38 要把耶穌的~領去．彼拉多允
19:38 准、他就把耶穌的~領去了。
19:40 把耶穌的~用、細麻布加上香
20:12 在安放耶穌~的地方坐著、一
羅 1:24 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
 4:19 雖然想到自己的~如同已死、
 7: 4 你們藉著基督的~、在律法上
 7:24 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呢。
 8:10 ~就因罪而死、心靈卻因義而
 8:11 使你們必死的~又活過來。
 8:13 靠著聖靈治死~的惡行必要活
 8:23 的名分、乃是我們的~得贖。
12: 1 將~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

林前 7:34 要~靈魂都聖潔．已經出嫁的

10:16 餅、豈不是同領基督的~麼。
10:17 一個~．因為我們都是分受這
11:24 這是我的~、為你們捨的．〔
11:29 若不分辨是主的~、就是吃喝
12:13 成了一個~．飲於一位聖靈。
15:35 怎樣復活．帶著甚麼~來呢。
15:44 所種的是血氣的~、復活的是
15:44 復活的是靈性的~．若有血氣
15:44 若有血氣的~、也必有靈性的
15:44 氣的身體、也必有靈性的~。

林後 5: 8 是更願意離開~與主同住。
 7: 1 除去~靈魂一切的污穢、敬畏
 7: 5 ~也不得安寧、周圍遭患難、
加 4:13 音給你們、是因為~有疾病。
 4:14 你們為我~的緣故受試煉、沒
弗 1:23 教會是他的~、是那充滿萬有
 2:15 而且以自己的~、廢掉冤仇、
 4: 4 ~只有一個、聖靈只有一個、
 4:12 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
 4:16 便叫~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
腓 3:21 將我們這卑賤的~改變形狀、
 3:21 狀、和他自己榮耀的~相似。
西 1:24 並且為基督的~、就是為教會
帖前 4: 4 用聖潔尊貴、守著自己的~．
提前 4: 8 操練~、益處還少．惟獨敬虔
來 9:13 上、尚且叫人成聖、~潔淨．
10: 5 願意的、你曾給我預備了~．
10:10 靠耶穌基督只一次獻上他的~
10:20 子經過、這幔子就是他的~．
10:22 ~用清水洗淨了、就當存著誠
雅 2:16 卻不給他們~所需用的、這有
 2:26 ~沒有靈魂是死的、信心沒有

約參 1: 2 ~健壯、正如你的靈魂興盛一
猶 1: 8 也像他們污穢~、輕慢主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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