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要 圣经(129次)

新约(44次)
福音书(11)
历史书(4)
保罗书信(19)

马太福音(3) 马可福音(1) 路加福音(2) 约翰福音(5)
使徒行传(4)
罗马书(1) 哥林多前书(8) 哥林多后书(2) 加拉太书(1) 以弗所书(4) 腓立比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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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摩太后书(0)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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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10) 希伯来书(8) 雅各书(0) 彼得前书(1) 彼得后书(0) 约翰壹书(1)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0)
启示录(0)

律法书(24)
历史书(16)

预言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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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6) 出埃及记(4) 利未记(5) 民数记(3) 申命记(6)
旧约(85次)

以赛亚书(6) 耶利米书(4)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结书(10) 但以理书(2)
小先知书(3) 何西阿书(0) 约珥书(0) 阿摩司书(0)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1) 弥迦书(0)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2)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23)
诗歌智慧书(19) 约伯记(1) 诗篇(12) 箴言(5) 传道书(1) 雅歌(0)

创11: 4 ~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
15: 7 的吾珥、~将这地赐你为业。
18:19 ~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
32: 5 报告我主、~在你眼前蒙恩。
45: 5 在你们以先来、~保全生命。
45: 7 ~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
出 3:18 ~祭祀耶和华我们的　神。
10: 1 ~在他们中间显我这些神迹．
29:46 ~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
30:38 ~闻香味的、这人要从民中剪
利10:17 ~你们担当会众的罪孽、在耶
17: 5 这是~使以色列人、把他们在
22:21 ~还特许的愿、或是作甘心献
25:38 ~把迦南地赐给你们、要作你
26:45 ~作他们的　神．我是耶和华
民15: 3 ~还特许的愿、或是作甘心祭
15: 8 ~还特许的愿、或是作平安祭
18: 6 为赏赐的、~办理会幕的事。
申 2:30 ~将他交在你手中、像今日一
 4:36 ~教训你、又在地上使你看见
 8:18 ~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
10:13 日所吩咐你的、~叫你得福。
17:16 ~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曾
29:12 ~你顺从耶和华你　神今日与
士 2:22 ~借此试验以色列人、看他们
 3: 1 ~试验那不曾知道与迦南争战
 3: 4 ~试验以色列人、知道他们肯
 6:11 那里打麦子、~防备米甸人。

撒上 1:27 我祈求~得这孩子、耶和华已
17:28 恶意．你下来、特~看争战。
18:27 ~作王的女婿。于是扫罗将女

撒下14:20 ~挽回这事、我主的智慧、却
17:14 弗的良谋、~降祸与押沙龙。

王上12:15 ~应验他借示罗人亚希雅对尼
代上28:21 ~办理　神殿各样的事．又有
代下10:15 ~应验耶和华借示罗人亚希雅

36:22 耶和华~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
拉 1: 1 耶和华~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
 8:21 ~在我们　神面前克苦己心、
斯 9:24 就是掣签、~杀尽灭绝他们。
伯33:30 ~从深坑救回人的灵魂、使他
诗10:14 ~以手施行报应．无倚无靠的

10:18 ~给孤儿和受欺压的人伸冤、
48:13 看他的宫殿、~传说到后代。
50: 4 呼上天下地、~审判他的民、
63: 2 ~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
78:71 ~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和自
106: 8 拯救他们、~彰显他的大能．
119: 4 吩咐我们、~我们殷勤遵守。
119:71 有益、~使我学习你的律例。
119:101一切的邪路、~遵守你的话。
119:148将眼睁开、~思想你的话语。
149: 7 ~报复列邦、刑罚万民．
箴 2: 8 ~保守公平人的路、护庇虔敬
 5: 2 ~使你谨守谋略、嘴唇保存知
17:23 人暗中受贿赂、~颠倒判断。
22:16 欺压贫穷~利己的、并送礼与
22:19 指教你、~使你倚靠耶和华。
传10:17 ~补力、不为酒醉、你就有福
赛10: 2 ~屈枉穷乏人、夺去我民中困
13: 3 之辈、~成就我怒中所定的。
23: 9 ~污辱一切高傲的荣耀、使地
28:24 那耕地~撒种的、岂是常常耕
51:16 ~栽定诸天、立定地基．又对
60:13 ~修饰我圣所之地．我也要使
耶 1:10 ~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
 9: 3 ~说谎话．他们在国中、增长
32:19 ~照各人所行的、和他作事的
33: 2 造作~建立的也是耶和华．耶
哀 5: 6 人、和亚述人、~得粮吃饱。
结13:18 ~猎取人的性命．难道你们要
17:17 ~剪除多人、法老虽领大军队
21:10 磨快~行杀戮、擦亮为要像闪
21:10 擦亮~像闪电．我们岂可快乐
21:11 ~应手使用．这刀已经磨快擦
24: 8 出于我、~发忿怒施行报应。
39:12 个月葬埋他们、~洁净全地。
40: 4 特~指示你．凡你所见的、你
42:20 五百肘、~分别圣地与俗地。
43:18 ~在其上献燔祭洒血、造成的
但 6: 4 ~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
11:35 ~熬炼其余的人、使他们清净
拿 1: 5 ~使船轻些。约拿已下到底舱
哈 1:12 你派定他~刑罚人．磐石阿、

 1:12 磐石阿、你设立他~惩治人。
太18:11 人子来~拯救失丧的人〕
26:56 ~应验先知书上的话。当下、
27: 7 户的一块田、~埋葬外乡人。
可14:49 这事成就、~应验经上的话。
路 1:55 ~记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
19:10 子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约 1: 7 ~作见证、就是为光作见证、
 1:31 洗、~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
 5:34 我说这些话、~叫你们得救。
19:28 ~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
19:36 ~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
徒 7:43 就是你们所造~敬拜的像．因
22:30 千夫长~知道犹太人控告保罗
25:26 ~在查问之后、有所陈奏。
27:38 抛在海里、~叫船轻一点。
罗14: 9 活了、~作死人并活人的主。
林前 1:28 及那无有的、~废掉那有的．

 7: 5 ~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
 9:19 作了众人的仆人、~多得人。
 9:20 ~得犹太人．向律法以下的人
 9:20 下的人、~得律法以下的人。
 9:21 ~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
 9:22 ~得软弱的人．向什么样的人
 9:23 ~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林后 1:23 没有往哥林多去是~宽容你们
11:12 ~断绝那些寻机会人的机会、
加 2: 5 ~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
弗 2:10 ~叫我们行善、就是　神所预
 2:15 ~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
 3:10 ~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
 4:12 ~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
腓 2:13 心里运行、~成就他的美意。
 3: 8 事、看作粪土、~得着基督．

提前 1:15 ~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
来 2:17 ~在　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
 3: 5 忠、~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
 4:16 ~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
 5: 1 ~献上礼物、和赎罪祭．〔或
10: 7 我来了~照你的旨意行．我的
10: 9 我来了~照你的旨意行．可见
10: 9 除去在先的、~立定在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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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5 文作赎〕~得着更美的复活．
彼前 3:18 ~引我们到　神面前．按着肉
约壹 3: 8 现出来、~除灭魔鬼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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