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效 聖經(104次)

新約(37次)
福音書(2)
歷史書(0)
保羅書信(24)

馬太福音(2)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0)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0)
羅馬書(5) 哥林多前書(6) 哥林多後書(1) 加拉太書(2) 以弗所書(1) 腓立比書(2) 歌羅西書(1) 帖
撒羅尼迦前書(3) 帖撒羅尼迦後書(2) 提摩太前書(0) 提摩太後書(0) 提多書(0) 腓利門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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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10) 希伯來書(5) 雅各書(1) 彼得前書(2) 彼得後書(0) 約翰壹書(0)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2) 猶大
書(0)
啟示錄(1)

律法書(7)
歷史書(38)

預言書(1)

約書亞記(0) 士師記(0)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0) 撒母耳記下(0) 列王記上(8) 列王記下(18) 歷
代志上(0) 歷代志下(11) 以斯拉記(1)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0)

創世紀(2) 出埃及記(1) 利未記(2) 民數記(0) 申命記(2)
舊約(67次)

以賽亞書(5) 耶利米書(2)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4)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3) 何西阿書(0) 約珥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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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1)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11)
詩歌智慧書(8) 約伯記(0) 詩篇(2) 箴言(4) 傳道書(2) 雅歌(0)

創 4:12 地不再給你~力．你必流離飄
47:19 們和我們的地就要給法老~力
出23:24 也不可~法他們的行為、卻要
利18: 3 你們不可~法、我要領你們到
18: 3 也不可~法．也不可照他們的
申18:22 也無~驗、這就是耶和華所未
20:11 城裏所有的人都要給你~勞、

王上 3:14 你若~法你父親大衛、遵行我
 9: 4 你若~法你父大衛、存誠實正
11: 4 不~法他父親大衛、誠誠實實
11: 6 不~法他父親大衛、專心順從
14: 8 你卻不~法我僕人大衛、遵守
14:24 猶大人~法耶和華在以色列人
15:11 亞撒~法他祖大衛行耶和華眼
22:52 ~法他的父母、又行尼八的兒

王下 8:27 亞哈謝~法亞哈家行耶和華眼
13: 2 ~法尼八的兒子耶羅波安使以
14: 3 乃~法他父約阿施一切所行的
15: 3 ~法他父親亞瑪謝一切所行的
15: 9 ~法他列祖所行的、不離開尼
15:34 ~法他父親烏西雅一切所行的
16: 3 卻~法以色列諸王所行的、又
17:11 ~法耶和華在他們面前趕出的
17:14 ~法他們列祖、不信服耶和華
17:15 ~法周圍的外邦人、就是耶和
17:15 是耶和華囑咐他們不可~法的
17:41 ~法他們的祖宗、直到今日。
18: 3 ~法他祖大衛一切所行的。
21: 2 ~法耶和華在以色列人面前趕
21: 3 ~法以色列王亞哈所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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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他父親一切所行的。

代下 7:17 你若在我面前~法你父大衛所
17: 4 命、不~法以色列人的行為。
20:32 約沙法~法他父亞撒所行的、
26: 4 ~法他父亞瑪謝一切所行的。
27: 2 ~法他父烏西雅一切所行的、
29: 2 ~法他祖大衛一切所行的。
30: 7 你們不要~法你們列祖、和你
33: 2 ~法耶和華在以色列人面前趕
33:22 ~法他父瑪拿西所行的、祭祀

34: 2 ~法他祖大衛所行的、不偏左
36:14 ~法外邦人一切可憎的事、污
拉 9: 1 仍~法這些國的民、行可憎的
詩33:10 有、使眾民的思念無有功~。
104:13 因他作為的功~、地就豐足。
箴 4:23 因為一生的果~、是由心發出
11:18 撒義種的、得實在的果~。
15:22 所謀無~．謀士眾多、所謀乃
22:25 恐怕你~法他的行為、自己就
傳 2: 2 妄．論喜樂說、有何功~呢。
 4: 9 因為二人勞碌同得美好的果~
賽27: 9 他的罪過得除掉的果~、全在
32:17 公義的果~、必是平安．公義
32:17 公義的~驗、必是平穩、直到
44:25 使說假話的兆頭失~、使占卜
53:11 他必看見自己勞苦的功~、便
耶10: 2 你們不要~法列國的行為、也
11:10 他們轉去~法他們的先祖、不
結16:47 你沒有~法他們的行為、也沒
23:48 受警戒、不~法你們的淫行。
29:18 使他的軍兵大大~勞攻打推羅
29:20 酬他所~的勞、因王與軍兵是
珥 2:22 無花果樹、葡萄樹也都~力。
哈 3:17 橄欖樹也不~力、田地不出糧
亞 1: 4 不要~法你們列祖．從前的先
太 6: 8 你們不可~法他們．因為你們
23: 3 但不要~法他們的行為．因為
羅 4:16 也歸給那~法亞伯拉罕之信的
 8:28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力、叫
 8:29 就預先定下~法他兒子的模樣
12: 2 不要~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
15: 5 們彼此同心、~法基督耶穌．

林前 4: 6 叫你們~法我們不可過於聖經
 4:16 所以我求你們~法我。
11: 1 你們該~法我、像我效法基督
11: 1 效法我、像我~法基督一樣。
14:14 禱告．但我的悟性沒有果~。
16: 9 因為有寬大又有功~的門、為

林後11: 8 們取了工價來、給你們~力。
加 5: 6 全無功~．惟獨使人生發仁愛
 5: 6 生發仁愛的信心、才有功~。
弗 5: 1 所以你們該~法　神、好像蒙

腓 3:10 和他一同受苦、~法他的死．
 3:17 你們要一同~法我、也當留意
西 2:23 肉體的情慾上、是毫無功~。
帖前 1: 6 就~法我們、也效法了主．

 1: 6 就效法我們、也~法了主．
 2:14 你們曾~法猶太中、在基督耶

帖後 3: 7 自己原知道應當怎樣~法我們
 3: 9 們作榜樣、叫你們~法我們。
門 1: 6 你與人所同有的信心顯出功~
來 1:14 為那將要承受救恩的人~力麼
 4:12 是有功~的、比一切兩刃的劍
 6:12 總要~法那些憑信心和忍耐承
 9:17 遺命才有~力、若留遺命的尚
13: 7 ~法他們的信心、留心看他們
雅 5:16 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的。
彼前 1: 9 並且得著你們信心的果~、就

 1:14 就不要~法從前蒙昧無知的時
約參 1:11 不要~法惡、只要效法善。行

 1:11 只要~法善。行善的屬乎　神
啟14:13 苦、作工的果~也隨著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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