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聖經(118次)

新約(38次)
福音書(3)
歷史書(8)
保羅書信(19)

馬太福音(1)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2)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8)
羅馬書(4) 哥林多前書(3) 哥林多後書(3) 加拉太書(0) 以弗所書(3) 腓立比書(0) 歌羅西書(0) 帖
撒羅尼迦前書(2) 帖撒羅尼迦後書(0) 提摩太前書(1) 提摩太後書(1) 提多書(1) 腓利門書(1)

提 tí

普通書信(7) 希伯來書(2) 雅各書(0) 彼得前書(0) 彼得後書(3) 約翰壹書(0)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1) 猶大
書(1)
啟示錄(1)

律法書(16)
歷史書(18)

預言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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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紀(5) 出埃及記(3) 利未記(0) 民數記(7) 申命記(1)
舊約(80次)

以賽亞書(15) 耶利米書(11)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2) 但以理書(3)
小先知書(5) 何西阿書(1) 約珥書(0) 阿摩司書(1)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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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詩歌智慧書(10) 約伯記(1) 詩篇(8) 箴言(0) 傳道書(0) 雅歌(1)

創40:13 法老必~你出監、叫你官復原
40:14 在法老面前~說我、救我出這
40:20 席、把酒政和膳長~出監來．
42:28 他們就~心吊膽、戰戰兢兢的
48:17 便~起他父親的手、要從以法
出23:13 你不可~、也不可從你口中傳
31: 2 撒列、我已經~他的名召他。
35:30 耶和華已經~他的名召他、
民23: 7 巴蘭便~起詩歌說、巴勒引我
23:18 巴蘭就~詩歌說、巴勒、你起
24: 3 他便~起詩歌說、比珥的兒子
24:15 他就~起詩歌說、比珥的兒子
24:20 就~起詩歌說、亞瑪力原為諸
24:21 就~起詩歌說、你的住處本是
24:23 巴蘭又~起詩歌說、哀哉、
申 3:26 罷了、你不要向我再~這事。
書22:33 不再~上去攻打流便人、迦得
23: 7 你們不可~他的名、不可指著
士16:25 於是將參孫從監裏~出來、他
得 4:15 他必~起你的精神、奉養你的
撒上 2: 8 從糞堆中~拔窮乏人、使他們

 4:18 他一~　神的約櫃、以利就從
25: 5 見拿八、~我的名問他安。
25: 9 將這話~大衛的名都告訴了拿

撒下19:29 你何必再~你的事呢．我說、
王上 2:18 說、好、我必為你對王~說。

 2:19 要為亞多尼雅~說、王起來迎
 5: 8 你差遣人向我所~的那事、我
16: 2 我既從塵埃中~拔你、立你作
18:12 就~你到我所不知道的地方去

王下 2:16 或者耶和華的靈將他~起來、
25:27 大王約雅斤抬頭、~他出監．

代下28:15 以上~名的那些人就站起、使
斯 2:14 再~名召他、就不再進去見王
伯30:22 把我~在風中、使我駕風而行
詩 9:13 你是從死門把我~拔起來的．
20: 7 但我們要~到耶和華我們　神
30: 1 因為你曾~拔我、不叫仇敵向
50:16 的律例、口中~到我的約呢．
71:16 的事．我單要~說你的公義。
77:11 我要~說耶和華所行的．我要
87: 4 我要~起拉哈伯和巴比倫人是

113: 7 寒人、從糞堆中~拔窮乏人．
歌 8: 8 人來~親的日子、我們當為他
賽12: 4 民中、~說他的名已被尊崇。
14: 4 你必~這詩歌論巴比倫王說、
14:20 惡人後裔的名、必永不~說。
19:17 向誰~起猶大地、誰就懼怕．
26:13 我們專要倚靠你、~你的名。
30:11 面前、再~說以色列的聖者。
43: 1 我曾~你的名召你、你是屬我
43:26 你要~醒我、你我可以一同辯
45: 3 使你知道~名召你的、就是我
45: 4 我就~名召你．你雖不認識我
48: 1 ~說以色列的　神、卻不憑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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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能聽、像
63: 7 ~起他的慈愛、和美德、並他
耶 3:16 人必不再~說、耶和華的約櫃
 7:22 我並沒有~說、也沒有吩咐他
19: 5 不是我所~說的、也不是我心
20: 9 我不再~耶和華、也不再奉他
23:36 耶和華的默示你們不可再~、
37:17 西底家王打發人~出他來、在
38:10 以前、將他從牢獄中~上來。
39:11 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到耶利米
39:14 將耶利米從護衛兵院中~出來
48:27 的呢．你每逢~到他便搖頭。
52:31 大王約雅斤抬頭、~他出監．
結16:56 你的口就不~你的妹妹所多瑪
36: 3 並且多嘴多舌的人~起你來、
但 5:25 彌尼、~客勒、烏法珥新．
 5:27 ~客勒、就是你被稱在天平裏
 6:12 ~王的禁令、說、王阿、三十
何 2:17 力的名號、這名號不再~起。
摩 6:10 因為我們不可~耶和華的名。
彌 2: 4 必有人向你們~起悲慘的哀歌
 7: 5 口、不要向你懷中的妻~說。
哈 2: 6 豈不都要~起詩歌、並俗語、
太 3:11 我就是給他~鞋、也不配．他
路 1: 1 有好些人~筆作書、述說在我
 9:36 門徒不~所看見的事、一樣也
徒 5:21 到監裏去、要把使徒~出來。

 8:39 主的靈把腓利~了去、太監也
12: 4 把他~出來、當著百姓辦他．
12: 6 希律將要~他出來的前一夜、
24: 2 保羅被~了來、帖土羅就告他
25: 3 將保羅~到耶路撒冷來．他們
25: 6 天坐堂、吩咐將保羅~上來。
25:17 便坐堂、吩咐把那人~上來。
羅 1: 9 以見證我怎樣不住的~到你們
15:15 是要~醒你們的記性、特因
15:18 我甚麼都不敢~．只提他藉我
15:18 只~他藉我言語作為、用神蹟

林前 1:11 曾對我~起弟兄們來、說你們
 4:17 他必~醒你們、記念我在基督
 7: 1 論到你們信上所~的事、我說

林後11:32 在大馬色亞哩達王手下的~督
12: 2 他前十四年被~到第三層天上
12: 4 他被~到樂園裏、聽見隱祕的
弗 1:16 禱告的時候、常~到你們．
 5: 3 在你們中間連~都不可、方合
 5:12 就是~起來、也是可恥的。

帖前 1: 2 　神、禱告的時候~到你們．
 4:17 必和他們一同被~到雲裏、在

提前 4: 6 你若將這些事~醒弟兄們、便
提後 1: 6 為此我~醒你、使你將　神藉
多 3: 1 你要~醒眾人、叫他們順服作
門 1: 4 我禱告的時候~到你、常為你
來 7:14 支派、摩西並沒有~到祭司。
11:22 ~到以色列族將來要出埃及、

彼後 1:12 我卻要將這些事常常~醒你們
 1:13 我還在這帳棚的時候~醒你們
 3: 1 這兩封都是~醒你們、激發你

約參 1:10 必要~說他所行的事、就是他
猶 1: 5 都知道、我卻仍要~醒你們。
啟12: 5 他的孩子被~到　神寶座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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