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完了 聖經(87次)

新約(30次)
福音書(19)
歷史書(5)
保羅書信(1)

馬太福音(6) 馬可福音(2) 路加福音(9) 約翰福音(2)
使徒行傳(5)
羅馬書(1) 哥林多前書(0) 哥林多後書(0) 加拉太書(0) 以弗所書(0) 腓立比書(0) 歌羅西書(0) 帖
撒羅尼迦前書(0) 帖撒羅尼迦後書(0) 提摩太前書(0) 提摩太後書(0)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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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1) 希伯來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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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律法書(14)
歷史書(36)

預言書(4)

約書亞記(5) 士師記(0) 路得記(4) 撒母耳記上(3) 撒母耳記下(2) 列王記上(4) 列王記下(6) 歷代
志上(1) 歷代志下(8) 以斯拉記(1) 尼希米記(2) 以斯帖記(0)

創世紀(2) 出埃及記(4) 利未記(1) 民數記(3) 申命記(4)
舊約(57次)

以賽亞書(2) 耶利米書(3)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1)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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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6)
詩歌智慧書(1) 約伯記(1) 詩篇(0) 箴言(0) 傳道書(0) 雅歌(0)

創17:22 　神和亞伯拉罕說~話、就離
18:33 和華與亞伯拉罕說~話就走了
出31:18 耶和華在西乃山和摩西說~話
34:33 摩西與他們說~話、就用帕子
39:32 一切的工就這樣作~．凡耶和
40:33 門簾挂上．這樣摩西就~工。
利16:20 獻~贖罪祭、就要把那隻活著
民 4:15 和聖所的一切器具遮蓋~、哥
 7: 1 摩西立~帳幕就把帳幕用膏抹
16:31 摩西剛說~這一切話、他們腳
申20: 9 官長對百姓宣告~、就當派軍
26:12 你取~一切土產的十分之一、
31:24 法的話寫在書上、及至寫~、
32:45 向以色列眾人說~這一切的話
書 4:10 曉諭約書亞吩咐百姓的事辦~
 5: 8 國民都受~割禮、就住在營中
 6: 8 約書亞對百姓說~話、七個祭
19:49 以色列人按著境界分~地業、
19:51 地業．這樣、他們把地分~。
得 2:21 穗、直等他們收~我的莊稼。
 2:23 直到收~大麥和小麥．路得仍
 3: 3 人認出你來、你等他吃喝~、
 3: 7 波阿斯吃喝~、心裏歡暢、就

撒上 1: 9 他們在示羅吃喝~、哈拿就站
14:24 到晚上向敵人報~仇吃甚麼的
18: 1 大衛對掃羅說~話、約拿單的

撒下 6:18 大衛獻~燔祭和平安祭、就奉
11:19 把爭戰的一切事、對王說~、

王上 3: 1 直等到造~自己的宮、和耶和
 7:40 為所羅門王作~耶和華殿的一
 7:51 所羅門王作~耶和華殿的一切
13:23 吃喝~、老先知為所帶回來的

王下 6:23 他們吃喝~、打發他們回到他
 8: 3 七年~、那婦人從非利士地回
 9: 3 說~、就開門逃跑、不要遲延
 9:10 說~、少年人就開門逃跑了。
10:25 耶戶獻~燔祭、就出來吩咐護
19:14 看~、就上耶和華的殿、將書

代上16: 2 大衛獻~燔祭和平安祭、就奉
代下 4:11 他為所羅門王作~　神殿的工

 5: 1 所羅門作~耶和華殿的一切工
24:14 工程~、他們就把其餘的銀子

29:17 殿、到正月十六日才潔淨~。
29:28 的吹號、如此直到燔祭獻~。
29:29 獻~祭、王和一切跟隨的人都
29:34 直等燔祭的事~、又等別的祭
35:20 約西亞修~殿、有埃及王尼哥
拉 9: 1 這事作~、眾首領來見我、說
尼 6: 1 聽見我已經修~城牆、其中沒
 6:15 以祿月二十五日城牆修~、共
伯31:40 草代替大麥．約伯的話說~。
賽33: 1 你行~詭詐、人必以詭詐待你
37:14 看~、就上耶和華的殿、將書
耶26: 8 耶利米說~耶和華所吩咐他對
43: 1 米向眾百姓說~耶和華他們
51:63 你念~這書、就把一塊石頭拴
結42:15 他量~內殿、就帶我出朝東的
太 7:28 耶穌講~這些話、眾人都希奇
11: 1 耶穌吩咐~十二個門徒、就離
13:53 耶穌說~這些比喻、就離開那
19: 1 耶穌說~這些話、就離開加利
26: 1 耶穌說~這一切的話、就對門
27:31 戲弄~、就給他脫了袍子、仍
可15:20 戲弄~、就給他脫了紫袍、仍
16:19 主耶穌和他們說~話、後來被
路 2:39 辦~一切的事、就回加利利、
 4:13 魔鬼用~各樣的試探、就暫時
 5: 4 講~、對西門說、把船開到水
 7: 1 耶穌對百姓講~這一切的話、
11: 1 禱告~、有個門徒對他說、求
17: 8 等我吃喝~、你才可以吃喝麼
17:10 你們作~一切所吩咐的、只當
19:28 耶穌說~這話、就在前面走、
22:45 禱告~、就起來、到門徒那裏
約13:12 耶穌洗~他們的腳、就穿上衣
21:15 他們吃~早飯、耶穌對西門彼
徒 4:31 禱告~、聚會的地方震動．他
12:25 辦~他們供給的事、就從耶路
13:15 讀~律法和先知的書、管會堂
19:21 這些事~、保羅心裏定意、經
20:36 保羅說~這話、就跪下同眾人
羅15:28 等我辦~這事、把這善果向他
來10:36 使你們行~　神的旨意、就可
啟10: 3 叫、呼喊~、就有七雷發聲。

20: 3 等到那一千年~．以後必須暫
20: 5 沒有復活、直等那一千年~。
20: 7 那一千年~、撒但必從監牢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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