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惟有 聖經(151次)

新約(48次)
福音書(17)
歷史書(6)
保羅書信(16)

馬太福音(5) 馬可福音(3) 路加福音(4) 約翰福音(5)
使徒行傳(6)
羅馬書(9) 哥林多前書(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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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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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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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8) 希伯來書(4) 雅各書(1) 彼得前書(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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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律法書(27)
歷史書(23)

預言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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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紀(7) 出埃及記(3) 利未記(3) 民數記(3) 申命記(11)
舊約(103次)

以賽亞書(15) 耶利米書(1)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2) 但以理書(1)
小先知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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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19)
詩歌智慧書(33) 約伯記(5) 詩篇(12) 箴言(15) 傳道書(1) 雅歌(0)

創 3: 1 ~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
 3: 3 ~園當中那棵樹上的果子、
 6: 8 ~挪亞在耶和華眼前蒙恩。
34:15 ~一件才可以應允、若你們所
34:22 ~一件事我們必須作、他們才
46:12 ~珥與俄南死在迦南地。法勒
47:22 ~祭司的地、約瑟沒有買、因
出10:23 ~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
15:19 ~以色列人在海中走乾地。
33:11 ~他的幫手一個少年人嫩的兒
利 6:28 ~煮祭物的瓦器要打碎、若是
 8:17 ~公牛、連皮帶肉、並糞、用
 9:10 ~贖罪祭的脂油、和腰子、並
民14:30 ~耶孚尼的兒子迦勒和嫩的兒
14:38 其中~嫩的兒子約書亞、和耶
32:12 ~基尼洗族耶孚尼的兒子迦勒
申 1:36 ~耶孚尼的兒子迦勒、必得看
 2:35 ~牲畜、和所奪的各城、並其
 2:37 ~亞捫人之地、凡靠近雅博河
 3: 7 ~一切牲畜、和城中的財物、
 4: 4 ~你們專靠耶和華你們　神的
 4:35 要使你知道~耶和華他是　神
 4:39 ~耶和華他是　神、除他以外
11: 7 ~你們親眼看見耶和華所作的
20:14 ~婦女、孩子、牲畜、和城內
29:29 ~明顯的事、是永遠屬我們和
32:39 ~我是　神、在我以外並無別
書 6:19 ~金子、銀子、和銅鐵的器皿
 6:24 ~金子、銀子、和銅鐵的器皿
11:14 ~一切人口都用刀擊殺、直到
士 8:23 理你們．~耶和華管理你們。
撒下 7:28 ~你是　神．你的話是真實的
王上 2:33 ~大衛和他的後裔、並他的家

 2:45 ~所羅門王必得福、並且大衛
 8: 9 約櫃裏~兩塊石版、就是以色
 8:39 他們、（~你知道世人的心）
 9:22 ~以色列人、所羅門不使他們
14:13 ~他得入墳墓、因為在耶羅波

王下 5:18 ~一件事、願耶和華饒恕你僕
12:16 ~贖愆祭贖罪祭的銀子、沒有

代上16: 5 琴．~亞薩敲鈸、大發響聲．
17:26 ~你是　神、你也應許將這福

21: 6 ~利未人和便雅憫人沒有數在
代下 5:10 約櫃裏~兩塊石版、就是以色

 6:30 他們．（~你知道世人的心）
 8: 9 ~以色列人、所羅門不使他們
13:11 　神的命．~你們離棄了他。
14:11 ~你能幫助軟弱的、勝過強盛
32:31 ~一件事、就是巴比倫王差遣
拉10:15 ~亞撒黑的兒子約拿單、特瓦
伯 1:15 ~我一人逃脫、來報信給你。
 1:16 ~我一人逃脫、來報信給你。
 1:17 ~我一人逃脫、來報信給你。
 1:19 ~我一人逃脫、來報信給你。
13:20 ~兩件、不要向我施行、我就
詩11: 5 ~惡人和喜愛強暴的人、他心
18:32 ~那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行
25: 3 ~那無故行奸詐的、必要羞愧
37: 9 ~等候耶和華的、必承受地土
68: 3 ~義人必然歡喜、在　神面前
68: 6 福．~悖逆的住在乾燥之地。
75: 7 ~　神斷定．他使這人降卑、
75:10 斷．~義人的角、必被高舉。
94:13 安．~惡人陷在所挖的坑中。
102:27 ~你永不改變．你的年數沒有
119:96 限．~你的命令、極其寬廣。
127: 2 ~耶和華所親愛的、必叫他安
箴 1:33 ~聽從我的、必安然居住、得
 2:22 ~惡人必然剪除．奸詐的、必
10: 2 ~公義、能救人脫離死亡。
11: 4 益．~公義能救人脫離死亡。
16: 2 為清潔．~耶和華衡量人心。
17: 3 為煉金．~耶和華熬煉人心。
19:14 ~賢慧的妻、是耶和華所賜的
19:21 ~耶和華的籌算、才能立定。
20:15 ~知識的嘴、乃為貴重的珍寶
21: 2 看為正．~耶和華衡量人心。
21:28 ~聽真情而言的、其言長存。
27: 4 瀾、~嫉妒、誰能敵得住呢。
28: 5 ~尋求耶和華的無不明白。
28:10 裏．~完全人、必承受福分。
29:25 ~倚靠耶和華的、必得安穩。
傳 2:26 ~罪人、　神使他勞苦、叫他
賽 5:16 ~萬軍之耶和華、因公平而崇

10:22 ~剩下的歸回．原來滅絕的事
37:16 ~你、是天下萬國的　神．你
37:20 天下萬國都知道~你是耶和華
40: 8 ~我們　神的話、必永遠立定
43:11 ~我是耶和華、除我以外沒有
43:25 ~我為自己的緣故塗抹你的過
45:17 ~以色列必蒙耶和華的拯救、
47: 8 ~我、除我以外再沒有別的、
47:10 ~我、除我以外再沒有別的。
48:15 ~我曾說過、我又選召他、領
51: 6 ~我的救恩永遠長存、我的公
51: 8 ~我的公義永遠長存．我的救
51:12 ~我、是安慰你們的．你是誰
62: 9 ~那收割的要吃、並讚美耶和
耶22:17 ~你的眼、和你的心、專顧貪
結18:20 ~犯罪的、他必死亡。兒子必
46: 1 ~安息日、和月朔、必須敞開
但10: 7 ~我但以理一人看見、同著我
番 2:15 ~我、除我以外再沒有別的．
太 8:12 ~本國的子民、竟被趕到外邊
10:22 ~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10:28 ~能把身體和靈魂都滅在地獄
13:30 著燒．~麥子、要收在倉裏。
24:13 ~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可 7:15 ~從裏面出來的、乃能污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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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見不去行的、就像一個人
10:33 ~一個撒瑪利亞人、行路來到
12:48 ~那不知道的、作了當受責打
20:35 ~算為配得那世界、與從死裏
約 5:19 ~看見父所作的、子才能作．
 7:18 ~求那差他來者的榮耀、這人
 9:31 ~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　神
12:49 ~差我來的父、已經給我命令
19:34 ~一個兵拿槍扎他的肋旁、隨
徒 9:27 ~巴拿巴接待他、領去見使徒
15: 5 ~幾個信徒是法利賽教門的人
15:28 身上．~幾件事是不可少的、
15:34 ~西拉定意仍住在那裏〕
24:18 ~幾個從亞西亞來的猶太人．
28:16 長把眾囚犯交給御營的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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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2: 8 ~結黨不順從真理、反順從不
 2:29 ~裏面作的、才是真猶太人．
 4: 5 ~不作工的、只信稱罪人為義
 5: 8 ~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
 6:23 ~　神的恩賜、在我們的主基
10: 6 ~出於信心的義如此說、『你
11: 7 ~蒙揀選的人得著了、其餘的
13: 8 ~彼此相愛、要常以為虧欠．
16:25 ~　神能照我所傳的福音、和

林前 2:14 因為這些事~屬靈的人才能看
 3: 6 羅澆灌了．~　神叫他生長。
 6:18 ~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
 8: 1 自高自大、~愛心能造就人。
西 3:11 ~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
提後 2:23 ~那愚拙無學問的辯論、總要

 4:17 ~主站在我旁邊、加給我力量
來 1:12 ~你永不改變、你的年數沒有
 9: 7 ~大祭司一年一次獨自進去、
10:27 ~戰懼等候審判和那燒滅眾敵
12:10 ~萬靈的父管教我們、是要我
雅 1:25 ~詳細察看那全備使人自由之
彼前 1:25 ~主的道是永存的。』所傳給

 2: 9 ~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
 3:12 ~行惡的人、主向他們變臉。
啟21: 8 ~膽怯的、不信的、可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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