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效 圣经(104次)

新约(37次)
福音书(2)
历史书(0)
保罗书信(24)

马太福音(2)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0)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0)
罗马书(5) 哥林多前书(6) 哥林多后书(1) 加拉太书(2) 以弗所书(1) 腓立比书(2) 歌罗西书(1) 帖
撒罗尼迦前书(3) 帖撒罗尼迦后书(2) 提摩太前书(0) 提摩太后书(0) 提多书(0) 腓利门书(1)

效 xiào

普通书信(10) 希伯来书(5) 雅各书(1) 彼得前书(2) 彼得后书(0) 约翰壹书(0)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2) 犹大
书(0)
启示录(1)

律法书(7)
历史书(38)

预言书(1)

约书亚记(0) 士师记(0)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0) 撒母耳记下(0) 列王记上(8) 列王记下(18) 历
代志上(0) 历代志下(11) 以斯拉记(1)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0)

创世纪(2) 出埃及记(1) 利未记(2) 民数记(0) 申命记(2)
旧约(67次)

以赛亚书(5) 耶利米书(2)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4)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3) 何西阿书(0) 约珥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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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1)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11)
诗歌智慧书(8) 约伯记(0) 诗篇(2) 箴言(4) 传道书(2) 雅歌(0)

创 4:12 地不再给你~力．你必流离飘
47:19 们和我们的地就要给法老~力
出23:24 也不可~法他们的行为、却要
利18: 3 你们不可~法、我要领你们到
18: 3 也不可~法．也不可照他们的
申18:22 也无~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
20:11 城里所有的人都要给你~劳、

王上 3:14 你若~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
 9: 4 你若~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
11: 4 不~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
11: 6 不~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
14: 8 你却不~法我仆人大卫、遵守
14:24 犹大人~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
15:11 亚撒~法他祖大卫行耶和华眼
22:52 ~法他的父母、又行尼八的儿

王下 8:27 亚哈谢~法亚哈家行耶和华眼
13: 2 ~法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
14: 3 乃~法他父约阿施一切所行的
15: 3 ~法他父亲亚玛谢一切所行的
15: 9 ~法他列祖所行的、不离开尼
15:34 ~法他父亲乌西雅一切所行的
16: 3 却~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又
17:11 ~法耶和华在他们面前赶出的
17:14 ~法他们列祖、不信服耶和华
17:15 ~法周围的外邦人、就是耶和
17:15 是耶和华嘱咐他们不可~法的
17:41 ~法他们的祖宗、直到今日。
18: 3 ~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
21: 2 ~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
21: 3 ~法以色列王亚哈所行的、且
23:32 事、~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
23:37 事、~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
24: 9 事、~法他父亲一切所行的。

代下 7:17 你若在我面前~法你父大卫所
17: 4 命、不~法以色列人的行为。
20:32 约沙法~法他父亚撒所行的、
26: 4 ~法他父亚玛谢一切所行的。
27: 2 ~法他父乌西雅一切所行的、
29: 2 ~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
30: 7 你们不要~法你们列祖、和你
33: 2 ~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
33:22 ~法他父玛拿西所行的、祭祀

34: 2 ~法他祖大卫所行的、不偏左
36:14 ~法外邦人一切可憎的事、污
拉 9: 1 仍~法这些国的民、行可憎的
诗33:10 有、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
104:13 因他作为的功~、地就丰足。
箴 4:23 因为一生的果~、是由心发出
11:18 撒义种的、得实在的果~。
15:22 所谋无~．谋士众多、所谋乃
22:25 恐怕你~法他的行为、自己就
传 2: 2 妄．论喜乐说、有何功~呢。
 4: 9 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
赛27: 9 他的罪过得除掉的果~、全在
32:17 公义的果~、必是平安．公义
32:17 公义的~验、必是平稳、直到
44:25 使说假话的兆头失~、使占卜
53:11 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便
耶10: 2 你们不要~法列国的行为、也
11:10 他们转去~法他们的先祖、不
结16:47 你没有~法他们的行为、也没
23:48 受警戒、不~法你们的淫行。
29:18 使他的军兵大大~劳攻打推罗
29:20 酬他所~的劳、因王与军兵是
珥 2:22 无花果树、葡萄树也都~力。
哈 3:17 橄榄树也不~力、田地不出粮
亚 1: 4 不要~法你们列祖．从前的先
太 6: 8 你们不可~法他们．因为你们
23: 3 但不要~法他们的行为．因为
罗 4:16 也归给那~法亚伯拉罕之信的
 8:28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力、叫
 8:29 就预先定下~法他儿子的模样
12: 2 不要~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
15: 5 们彼此同心、~法基督耶稣．

林前 4: 6 叫你们~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
 4:16 所以我求你们~法我。
11: 1 你们该~法我、像我效法基督
11: 1 效法我、像我~法基督一样。
14:14 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
16: 9 因为有宽大又有功~的门、为

林后11: 8 们取了工价来、给你们~力。
加 5: 6 全无功~．惟独使人生发仁爱
 5: 6 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
弗 5: 1 所以你们该~法　神、好像蒙

腓 3:10 和他一同受苦、~法他的死．
 3:17 你们要一同~法我、也当留意
西 2:23 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
帖前 1: 6 就~法我们、也效法了主．

 1: 6 就效法我们、也~法了主．
 2:14 你们曾~法犹太中、在基督耶

帖后 3: 7 自己原知道应当怎样~法我们
 3: 9 们作榜样、叫你们~法我们。
门 1: 6 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
来 1:14 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力么
 4:12 是有功~的、比一切两刃的剑
 6:12 总要~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
 9:17 遗命才有~力、若留遗命的尚
13: 7 ~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
雅 5:16 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的。
彼前 1: 9 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就

 1:14 就不要~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
约叁 1:11 不要~法恶、只要效法善。行

 1:11 只要~法善。行善的属乎　神
启14:13 苦、作工的果~也随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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