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完了 圣经(87次)

新约(30次)
福音书(19)
历史书(5)
保罗书信(1)

马太福音(6) 马可福音(2) 路加福音(9) 约翰福音(2)
使徒行传(5)
罗马书(1) 哥林多前书(0) 哥林多后书(0) 加拉太书(0) 以弗所书(0) 腓立比书(0) 歌罗西书(0) 帖
撒罗尼迦前书(0) 帖撒罗尼迦后书(0) 提摩太前书(0) 提摩太后书(0)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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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1) 希伯来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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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律法书(14)
历史书(36)

预言书(4)

约书亚记(5) 士师记(0) 路得记(4) 撒母耳记上(3) 撒母耳记下(2) 列王记上(4) 列王记下(6) 历代
志上(1) 历代志下(8) 以斯拉记(1) 尼希米记(2) 以斯帖记(0)

创世纪(2) 出埃及记(4) 利未记(1) 民数记(3) 申命记(4)
旧约(57次)

以赛亚书(2) 耶利米书(3)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1)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0) 何西阿书(0) 约珥书(0) 阿摩司书(0)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0)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6)
诗歌智慧书(1) 约伯记(1) 诗篇(0) 箴言(0) 传道书(0) 雅歌(0)

创17:22 　神和亚伯拉罕说~话、就离
18:33 和华与亚伯拉罕说~话就走了
出31:18 耶和华在西乃山和摩西说~话
34:33 摩西与他们说~话、就用帕子
39:32 一切的工就这样作~．凡耶和
40:33 门帘挂上．这样摩西就~工。
利16:20 献~赎罪祭、就要把那只活着
民 4:15 和圣所的一切器具遮盖~、哥
 7: 1 摩西立~帐幕就把帐幕用膏抹
16:31 摩西刚说~这一切话、他们脚
申20: 9 官长对百姓宣告~、就当派军
26:12 你取~一切土产的十分之一、
31:24 法的话写在书上、及至写~、
32:45 向以色列众人说~这一切的话
书 4:10 晓谕约书亚吩咐百姓的事办~
 5: 8 国民都受~割礼、就住在营中
 6: 8 约书亚对百姓说~话、七个祭
19:49 以色列人按着境界分~地业、
19:51 地业．这样、他们把地分~。
得 2:21 穗、直等他们收~我的庄稼。
 2:23 直到收~大麦和小麦．路得仍
 3: 3 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
 3: 7 波阿斯吃喝~、心里欢畅、就

撒上 1: 9 他们在示罗吃喝~、哈拿就站
14:24 到晚上向敌人报~仇吃什么的
18: 1 大卫对扫罗说~话、约拿单的

撒下 6:18 大卫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奉
11:19 把争战的一切事、对王说~、

王上 3: 1 直等到造~自己的宫、和耶和
 7:40 为所罗门王作~耶和华殿的一
 7:51 所罗门王作~耶和华殿的一切
13:23 吃喝~、老先知为所带回来的

王下 6:23 他们吃喝~、打发他们回到他
 8: 3 七年~、那妇人从非利士地回
 9: 3 说~、就开门逃跑、不要迟延
 9:10 说~、少年人就开门逃跑了。
10:25 耶户献~燔祭、就出来吩咐护
19:14 看~、就上耶和华的殿、将书

代上16: 2 大卫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奉
代下 4:11 他为所罗门王作~　神殿的工

 5: 1 所罗门作~耶和华殿的一切工
24:14 工程~、他们就把其余的银子

29:17 殿、到正月十六日才洁净~。
29:28 的吹号、如此直到燔祭献~。
29:29 献~祭、王和一切跟随的人都
29:34 直等燔祭的事~、又等别的祭
35:20 约西亚修~殿、有埃及王尼哥
拉 9: 1 这事作~、众首领来见我、说
尼 6: 1 听见我已经修~城墙、其中没
 6:15 以禄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共
伯31:40 草代替大麦．约伯的话说~。
赛33: 1 你行~诡诈、人必以诡诈待你
37:14 看~、就上耶和华的殿、将书
耶26: 8 耶利米说~耶和华所吩咐他对
43: 1 米向众百姓说~耶和华他们
51:63 你念~这书、就把一块石头拴
结42:15 他量~内殿、就带我出朝东的
太 7:28 耶稣讲~这些话、众人都希奇
11: 1 耶稣吩咐~十二个门徒、就离
13:53 耶稣说~这些比喻、就离开那
19: 1 耶稣说~这些话、就离开加利
26: 1 耶稣说~这一切的话、就对门
27:31 戏弄~、就给他脱了袍子、仍
可15:20 戏弄~、就给他脱了紫袍、仍
16:19 主耶稣和他们说~话、后来被
路 2:39 办~一切的事、就回加利利、
 4:13 魔鬼用~各样的试探、就暂时
 5: 4 讲~、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
 7: 1 耶稣对百姓讲~这一切的话、
11: 1 祷告~、有个门徒对他说、求
17: 8 等我吃喝~、你才可以吃喝么
17:10 你们作~一切所吩咐的、只当
19:28 耶稣说~这话、就在前面走、
22:45 祷告~、就起来、到门徒那里
约13:12 耶稣洗~他们的脚、就穿上衣
21:15 他们吃~早饭、耶稣对西门彼
徒 4:31 祷告~、聚会的地方震动．他
12:25 办~他们供给的事、就从耶路
13:15 读~律法和先知的书、管会堂
19:21 这些事~、保罗心里定意、经
20:36 保罗说~这话、就跪下同众人
罗15:28 等我办~这事、把这善果向他
来10:36 使你们行~　神的旨意、就可
启10: 3 叫、呼喊~、就有七雷发声。

20: 3 等到那一千年~．以后必须暂
20: 5 没有复活、直等那一千年~。
20: 7 那一千年~、撒但必从监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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