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惟有 圣经(151次)

新约(48次)
福音书(17)
历史书(6)
保罗书信(16)

马太福音(5) 马可福音(3) 路加福音(4) 约翰福音(5)
使徒行传(6)
罗马书(9) 哥林多前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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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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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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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8) 希伯来书(4) 雅各书(1) 彼得前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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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律法书(27)
历史书(23)

预言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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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7) 出埃及记(3) 利未记(3) 民数记(3) 申命记(11)
旧约(103次)

以赛亚书(15) 耶利米书(1)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2) 但以理书(1)
小先知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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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19)
诗歌智慧书(33) 约伯记(5) 诗篇(12) 箴言(15) 传道书(1) 雅歌(0)

创 3: 1 ~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
 3: 3 ~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
 6: 8 ~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
34:15 ~一件才可以应允、若你们所
34:22 ~一件事我们必须作、他们才
46:12 ~珥与俄南死在迦南地。法勒
47:22 ~祭司的地、约瑟没有买、因
出10:23 ~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
15:19 ~以色列人在海中走干地。
33:11 ~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
利 6:28 ~煮祭物的瓦器要打碎、若是
 8:17 ~公牛、连皮带肉、并粪、用
 9:10 ~赎罪祭的脂油、和腰子、并
民14:30 ~耶孚尼的儿子迦勒和嫩的儿
14:38 其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
32:12 ~基尼洗族耶孚尼的儿子迦勒
申 1:36 ~耶孚尼的儿子迦勒、必得看
 2:35 ~牲畜、和所夺的各城、并其
 2:37 ~亚扪人之地、凡靠近雅博河
 3: 7 ~一切牲畜、和城中的财物、
 4: 4 ~你们专靠耶和华你们　神的
 4:35 要使你知道~耶和华他是　神
 4:39 ~耶和华他是　神、除他以外
11: 7 ~你们亲眼看见耶和华所作的
20:14 ~妇女、孩子、牲畜、和城内
29:29 ~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
32:39 ~我是　神、在我以外并无别
书 6:19 ~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
 6:24 ~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
11:14 ~一切人口都用刀击杀、直到
士 8:23 理你们．~耶和华管理你们。
撒下 7:28 ~你是　神．你的话是真实的
王上 2:33 ~大卫和他的后裔、并他的家

 2:45 ~所罗门王必得福、并且大卫
 8: 9 约柜里~两块石版、就是以色
 8:39 他们、（~你知道世人的心）
 9:22 ~以色列人、所罗门不使他们
14:13 ~他得入坟墓、因为在耶罗波

王下 5:18 ~一件事、愿耶和华饶恕你仆
12:16 ~赎愆祭赎罪祭的银子、没有

代上16: 5 琴．~亚萨敲钹、大发响声．
17:26 ~你是　神、你也应许将这福

21: 6 ~利未人和便雅悯人没有数在
代下 5:10 约柜里~两块石版、就是以色

 6:30 他们．（~你知道世人的心）
 8: 9 ~以色列人、所罗门不使他们
13:11 　神的命．~你们离弃了他。
14:11 ~你能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
32:31 ~一件事、就是巴比伦王差遣
拉10:15 ~亚撒黑的儿子约拿单、特瓦
伯 1:15 ~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
 1:16 ~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
 1:17 ~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
 1:19 ~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
13:20 ~两件、不要向我施行、我就
诗11: 5 ~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他心
18:32 ~那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行
25: 3 ~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
37: 9 ~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
68: 3 ~义人必然欢喜、在　神面前
68: 6 福．~悖逆的住在干燥之地。
75: 7 ~　神断定．他使这人降卑、
75:10 断．~义人的角、必被高举。
94:13 安．~恶人陷在所挖的坑中。
102:27 ~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
119:96 限．~你的命令、极其宽广。
127: 2 ~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
箴 1:33 ~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
 2:22 ~恶人必然剪除．奸诈的、必
10: 2 ~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
11: 4 益．~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
16: 2 为清洁．~耶和华衡量人心。
17: 3 为炼金．~耶和华熬炼人心。
19:14 ~贤慧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
19:21 ~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
20:15 ~知识的嘴、乃为贵重的珍宝
21: 2 看为正．~耶和华衡量人心。
21:28 ~听真情而言的、其言长存。
27: 4 澜、~嫉妒、谁能敌得住呢。
28: 5 ~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
28:10 里．~完全人、必承受福分。
29:25 ~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
传 2:26 ~罪人、　神使他劳苦、叫他
赛 5:16 ~万军之耶和华、因公平而崇

10:22 ~剩下的归回．原来灭绝的事
37:16 ~你、是天下万国的　神．你
37:20 天下万国都知道~你是耶和华
40: 8 ~我们　神的话、必永远立定
43:11 ~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
43:25 ~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
45:17 ~以色列必蒙耶和华的拯救、
47: 8 ~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
47:10 ~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
48:15 ~我曾说过、我又选召他、领
51: 6 ~我的救恩永远长存、我的公
51: 8 ~我的公义永远长存．我的救
51:12 ~我、是安慰你们的．你是谁
62: 9 ~那收割的要吃、并赞美耶和
耶22:17 ~你的眼、和你的心、专顾贪
结18:20 ~犯罪的、他必死亡。儿子必
46: 1 ~安息日、和月朔、必须敞开
但10: 7 ~我但以理一人看见、同着我
番 2:15 ~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
太 8:12 ~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
10:22 ~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10:28 ~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
13:30 着烧．~麦子、要收在仓里。
24:13 ~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可 7:15 ~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
13:13 ~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13:32 道、子也不知道、~父知道。
路 6:49 ~听见不去行的、就像一个人
10:33 ~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
12:48 ~那不知道的、作了当受责打
20:35 ~算为配得那世界、与从死里
约 5:19 ~看见父所作的、子才能作．
 7:18 ~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
 9:31 ~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　神
12:49 ~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
19:34 ~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随
徒 9:27 ~巴拿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
15: 5 ~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
15:28 身上．~几件事是不可少的、
15:34 ~西拉定意仍住在那里〕
24:18 ~几个从亚西亚来的犹太人．
28:16 长把众囚犯交给御营的统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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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2: 8 ~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
 2:29 ~里面作的、才是真犹太人．
 4: 5 ~不作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
 5: 8 ~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
 6:23 ~　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
10: 6 ~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
11: 7 ~蒙拣选的人得着了、其余的
13: 8 ~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
16:25 ~　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

林前 2:14 因为这些事~属灵的人才能看
 3: 6 罗浇灌了．~　神叫他生长。
 6:18 ~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
 8: 1 自高自大、~爱心能造就人。
西 3:11 ~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
提后 2:23 ~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

 4:17 ~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
来 1:12 ~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
 9: 7 ~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
10:27 ~战惧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
12:10 ~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
雅 1:25 ~详细察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
彼前 1:25 ~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

 2: 9 ~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
 3:12 ~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
启21: 8 ~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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