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圣经(118次)

新约(38次)
福音书(3)
历史书(8)
保罗书信(19)

马太福音(1)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2)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8)
罗马书(4) 哥林多前书(3) 哥林多后书(3) 加拉太书(0) 以弗所书(3) 腓立比书(0) 歌罗西书(0) 帖
撒罗尼迦前书(2) 帖撒罗尼迦后书(0) 提摩太前书(1) 提摩太后书(1) 提多书(1) 腓利门书(1)

提 tí

普通书信(7) 希伯来书(2) 雅各书(0) 彼得前书(0) 彼得后书(3) 约翰壹书(0)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1) 犹大
书(1)
启示录(1)

律法书(16)
历史书(18)

预言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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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5) 出埃及记(3) 利未记(0) 民数记(7) 申命记(1)
旧约(80次)

以赛亚书(15) 耶利米书(11)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2) 但以理书(3)
小先知书(5) 何西阿书(1) 约珥书(0) 阿摩司书(1)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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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诗歌智慧书(10) 约伯记(1) 诗篇(8) 箴言(0) 传道书(0) 雅歌(1)

创40:13 法老必~你出监、叫你官复原
40:14 在法老面前~说我、救我出这
40:20 席、把酒政和膳长~出监来．
42:28 他们就~心吊胆、战战兢兢的
48:17 便~起他父亲的手、要从以法
出23:13 你不可~、也不可从你口中传
31: 2 撒列、我已经~他的名召他。
35:30 耶和华已经~他的名召他、
民23: 7 巴兰便~起诗歌说、巴勒引我
23:18 巴兰就~诗歌说、巴勒、你起
24: 3 他便~起诗歌说、比珥的儿子
24:15 他就~起诗歌说、比珥的儿子
24:20 就~起诗歌说、亚玛力原为诸
24:21 就~起诗歌说、你的住处本是
24:23 巴兰又~起诗歌说、哀哉、
申 3:26 罢了、你不要向我再~这事。
书22:33 不再~上去攻打流便人、迦得
23: 7 你们不可~他的名、不可指着
士16:25 于是将参孙从监里~出来、他
得 4:15 他必~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
撒上 2: 8 从粪堆中~拔穷乏人、使他们

 4:18 他一~　神的约柜、以利就从
25: 5 见拿八、~我的名问他安。
25: 9 将这话~大卫的名都告诉了拿

撒下19:29 你何必再~你的事呢．我说、
王上 2:18 说、好、我必为你对王~说。

 2:19 要为亚多尼雅~说、王起来迎
 5: 8 你差遣人向我所~的那事、我
16: 2 我既从尘埃中~拔你、立你作
18:12 就~你到我所不知道的地方去

王下 2:16 或者耶和华的灵将他~起来、
25:27 大王约雅斤抬头、~他出监．

代下28:15 以上~名的那些人就站起、使
斯 2:14 再~名召他、就不再进去见王
伯30:22 把我~在风中、使我驾风而行
诗 9:13 你是从死门把我~拔起来的．
20: 7 但我们要~到耶和华我们　神
30: 1 因为你曾~拔我、不叫仇敌向
50:16 的律例、口中~到我的约呢．
71:16 的事．我单要~说你的公义。
77:11 我要~说耶和华所行的．我要
87: 4 我要~起拉哈伯和巴比伦人是

113: 7 寒人、从粪堆中~拔穷乏人．
歌 8: 8 人来~亲的日子、我们当为他
赛12: 4 民中、~说他的名已被尊崇。
14: 4 你必~这诗歌论巴比伦王说、
14:20 恶人后裔的名、必永不~说。
19:17 向谁~起犹大地、谁就惧怕．
26:13 我们专要倚靠你、~你的名。
30:11 面前、再~说以色列的圣者。
43: 1 我曾~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
43:26 你要~醒我、你我可以一同辩
45: 3 使你知道~名召你的、就是我
45: 4 我就~名召你．你虽不认识我
48: 1 ~说以色列的　神、却不凭诚
49: 1 自出母腹、他就~我的名。
50: 4 主每早晨~醒、提醒我的耳朵
50: 4 ~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
63: 7 ~起他的慈爱、和美德、并他
耶 3:16 人必不再~说、耶和华的约柜
 7:22 我并没有~说、也没有吩咐他
19: 5 不是我所~说的、也不是我心
20: 9 我不再~耶和华、也不再奉他
23:36 耶和华的默示你们不可再~、
37:17 西底家王打发人~出他来、在
38:10 以前、将他从牢狱中~上来。
39:11 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到耶利米
39:14 将耶利米从护卫兵院中~出来
48:27 的呢．你每逢~到他便摇头。
52:31 大王约雅斤抬头、~他出监．
结16:56 你的口就不~你的妹妹所多玛
36: 3 并且多嘴多舌的人~起你来、
但 5:25 弥尼、~客勒、乌法珥新．
 5:27 ~客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
 6:12 ~王的禁令、说、王阿、三十
何 2:17 力的名号、这名号不再~起。
摩 6:10 因为我们不可~耶和华的名。
弥 2: 4 必有人向你们~起悲惨的哀歌
 7: 5 口、不要向你怀中的妻~说。
哈 2: 6 岂不都要~起诗歌、并俗语、
太 3:11 我就是给他~鞋、也不配．他
路 1: 1 有好些人~笔作书、述说在我
 9:36 门徒不~所看见的事、一样也
徒 5:21 到监里去、要把使徒~出来。

 8:39 主的灵把腓利~了去、太监也
12: 4 把他~出来、当着百姓办他．
12: 6 希律将要~他出来的前一夜、
24: 2 保罗被~了来、帖土罗就告他
25: 3 将保罗~到耶路撒冷来．他们
25: 6 天坐堂、吩咐将保罗~上来。
25:17 便坐堂、吩咐把那人~上来。
罗 1: 9 以见证我怎样不住的~到你们
15:15 是要~醒你们的记性、特因
15:18 我什么都不敢~．只提他借我
15:18 只~他借我言语作为、用神迹

林前 1:11 曾对我~起弟兄们来、说你们
 4:17 他必~醒你们、记念我在基督
 7: 1 论到你们信上所~的事、我说

林后11:32 在大马色亚哩达王手下的~督
12: 2 他前十四年被~到第三层天上
12: 4 他被~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
弗 1:16 祷告的时候、常~到你们．
 5: 3 在你们中间连~都不可、方合
 5:12 就是~起来、也是可耻的。

帖前 1: 2 　神、祷告的时候~到你们．
 4:17 必和他们一同被~到云里、在

提前 4: 6 你若将这些事~醒弟兄们、便
提后 1: 6 为此我~醒你、使你将　神借
多 3: 1 你要~醒众人、叫他们顺服作
门 1: 4 我祷告的时候~到你、常为你
来 7:14 支派、摩西并没有~到祭司。
11:22 ~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

彼后 1:12 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醒你们
 1:13 我还在这帐棚的时候~醒你们
 3: 1 这两封都是~醒你们、激发你

约叁 1:10 必要~说他所行的事、就是他
犹 1: 5 都知道、我却仍要~醒你们。
启12: 5 他的孩子被~到　神宝座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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