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要 聖經(129次)

新約(44次)
福音書(11)
歷史書(4)
保羅書信(19)

馬太福音(3) 馬可福音(1) 路加福音(2) 約翰福音(5)
使徒行傳(4)
羅馬書(1) 哥林多前書(8) 哥林多後書(2) 加拉太書(1) 以弗所書(4) 腓立比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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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摩太後書(0)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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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10) 希伯來書(8) 雅各書(0) 彼得前書(1) 彼得後書(0) 約翰壹書(1)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0) 猶大
書(0)
啟示錄(0)

律法書(24)
歷史書(16)

預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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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紀(6) 出埃及記(4) 利未記(5) 民數記(3) 申命記(6)
舊約(85次)

以賽亞書(6) 耶利米書(4)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結書(10) 但以理書(2)
小先知書(3) 何西阿書(0) 約珥書(0) 阿摩司書(0)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1) 彌迦書(0)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2)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23)
詩歌智慧書(19) 約伯記(1) 詩篇(12) 箴言(5) 傳道書(1) 雅歌(0)

創11: 4 ~傳揚我們的名、免得我們分
15: 7 的吾珥、~將這地賜你為業。
18:19 ~叫他吩咐他的眾子、和他的
32: 5 報告我主、~在你眼前蒙恩。
45: 5 在你們以先來、~保全生命。
45: 7 ~給你們存留餘種在世上、又
出 3:18 ~祭祀耶和華我們的　神。
10: 1 ~在他們中間顯我這些神蹟．
29:46 ~住在他們中間．我是耶和華
30:38 ~聞香味的、這人要從民中剪
利10:17 ~你們擔當會眾的罪孽、在耶
17: 5 這是~使以色列人、把他們在
22:21 ~還特許的願、或是作甘心獻
25:38 ~把迦南地賜給你們、要作你
26:45 ~作他們的　神．我是耶和華
民15: 3 ~還特許的願、或是作甘心祭
15: 8 ~還特許的願、或是作平安祭
18: 6 為賞賜的、~辦理會幕的事。
申 2:30 ~將他交在你手中、像今日一
 4:36 ~教訓你、又在地上使你看見
 8:18 ~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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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添他的馬匹、因耶和華曾
29:12 ~你順從耶和華你　神今日與
士 2:22 ~藉此試驗以色列人、看他們
 3: 1 ~試驗那不曾知道與迦南爭戰
 3: 4 ~試驗以色列人、知道他們肯
 6:11 那裏打麥子、~防備米甸人。

撒上 1:27 我祈求~得這孩子、耶和華已
17:28 惡意．你下來、特~看爭戰。
18:27 ~作王的女婿。於是掃羅將女

撒下14:20 ~挽回這事、我主的智慧、卻
17:14 弗的良謀、~降禍與押沙龍。

王上12:15 ~應驗他藉示羅人亞希雅對尼
代上28:21 ~辦理　神殿各樣的事．又有
代下10:15 ~應驗耶和華藉示羅人亞希雅

36:22 耶和華~應驗藉耶利米口所說
拉 1: 1 耶和華~應驗藉耶利米口所說
 8:21 ~在我們　神面前克苦己心、
斯 9:24 就是掣籤、~殺盡滅絕他們。
伯33:30 ~從深坑救回人的靈魂、使他
詩10:14 ~以手施行報應．無倚無靠的

10:18 ~給孤兒和受欺壓的人伸冤、
48:13 看他的宮殿、~傳說到後代。
50: 4 呼上天下地、~審判他的民、
63: 2 ~見你的能力、和你的榮耀。
78:71 ~牧養自己的百姓雅各、和自
106: 8 拯救他們、~彰顯他的大能．
119: 4 吩咐我們、~我們殷勤遵守。
119:71 有益、~使我學習你的律例。
119:101一切的邪路、~遵守你的話。
119:148將眼睜開、~思想你的話語。
149: 7 ~報復列邦、刑罰萬民．
箴 2: 8 ~保守公平人的路、護庇虔敬
 5: 2 ~使你謹守謀略、嘴唇保存知
17:23 人暗中受賄賂、~顛倒判斷。
22:16 欺壓貧窮~利己的、並送禮與
22:19 指教你、~使你倚靠耶和華。
傳10:17 ~補力、不為酒醉、你就有福
賽10: 2 ~屈枉窮乏人、奪去我民中困
13: 3 之輩、~成就我怒中所定的。
23: 9 ~污辱一切高傲的榮耀、使地
28:24 那耕地~撒種的、豈是常常耕
51:16 ~栽定諸天、立定地基．又對
60:13 ~修飾我聖所之地．我也要使
耶 1:10 ~施行拔出、拆毀、毀壞、傾
 9: 3 ~說謊話．他們在國中、增長
32:19 ~照各人所行的、和他作事的
33: 2 造作~建立的也是耶和華．耶
哀 5: 6 人、和亞述人、~得糧吃飽。
結13:18 ~獵取人的性命．難道你們要
17:17 ~剪除多人、法老雖領大軍隊
21:10 磨快~行殺戮、擦亮為要像閃
21:10 擦亮~像閃電．我們豈可快樂
21:11 ~應手使用．這刀已經磨快擦
24: 8 出於我、~發忿怒施行報應。
39:12 個月葬埋他們、~潔淨全地。
40: 4 特~指示你．凡你所見的、你
42:20 五百肘、~分別聖地與俗地。
43:18 ~在其上獻燔祭灑血、造成的
但 6: 4 ~參他．只是找不著他的錯誤
11:35 ~熬煉其餘的人、使他們清淨
拿 1: 5 ~使船輕些。約拿已下到底艙
哈 1:12 你派定他~刑罰人．磐石阿、

 1:12 磐石阿、你設立他~懲治人。
太18:11 人子來~拯救失喪的人〕
26:56 ~應驗先知書上的話。當下、
27: 7 戶的一塊田、~埋葬外鄉人。
可14:49 這事成就、~應驗經上的話。
路 1:55 ~記念亞伯拉罕和他的後裔、
19:10 子來、~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約 1: 7 ~作見證、就是為光作見證、
 1:31 洗、~叫他顯明給以色列人。
 5:34 我說這些話、~叫你們得救。
19:28 ~使經上的話應驗、就說、我
19:36 ~應驗經上的話說、『他的骨
徒 7:43 就是你們所造~敬拜的像．因
22:30 千夫長~知道猶太人控告保羅
25:26 ~在查問之後、有所陳奏。
27:38 拋在海裏、~叫船輕一點。
羅14: 9 活了、~作死人並活人的主。
林前 1:28 及那無有的、~廢掉那有的．

 7: 5 ~專心禱告方可、以後仍要同
 9:19 作了眾人的僕人、~多得人。
 9:20 ~得猶太人．向律法以下的人
 9:20 下的人、~得律法以下的人。
 9:21 ~得沒有律法的人．其實我在
 9:22 ~得軟弱的人．向甚麼樣的人
 9:23 ~與人同得這福音的好處。

林後 1:23 沒有往哥林多去是~寬容你們
11:12 ~斷絕那些尋機會人的機會、
加 2: 5 ~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們中
弗 2:10 ~叫我們行善、就是　神所預
 2:15 ~將兩下、藉著自己造成一個
 3:10 ~藉著教會、使天上執政的、
 4:12 ~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
腓 2:13 心裏運行、~成就他的美意。
 3: 8 事、看作糞土、~得著基督．

提前 1:15 ~拯救罪人．這話是可信的、
來 2:17 ~在　神的事上、成為慈悲忠
 3: 5 忠、~證明將來必傳說的事．
 4:16 ~得憐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
 5: 1 ~獻上禮物、和贖罪祭．〔或
10: 7 我來了~照你的旨意行．我的
10: 9 我來了~照你的旨意行．可見
10: 9 除去在先的、~立定在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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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5 文作贖〕~得著更美的復活．
彼前 3:18 ~引我們到　神面前．按著肉
約壹 3: 8 現出來、~除滅魔鬼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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