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曉得 聖經(116次)

新約(82次)
福音書(27)
歷史書(14)
保羅書信(31)

馬太福音(3) 馬可福音(8) 路加福音(12) 約翰福音(4)
使徒行傳(14)
羅馬書(13) 哥林多前書(3) 哥林多後書(4) 加拉太書(0) 以弗所書(2) 腓立比書(2) 歌羅西書(1) 
帖撒羅尼迦前書(6) 帖撒羅尼迦後書(0) 提摩太前書(0) 提摩太後書(0)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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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9) 希伯來書(1) 雅各書(1) 彼得前書(0) 彼得後書(4) 約翰壹書(3)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0) 猶大
書(0)
啟示錄(1)

律法書(3)
歷史書(2)

預言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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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紀(2) 出埃及記(0) 利未記(0) 民數記(0) 申命記(1)
舊約(34次)

以賽亞書(4) 耶利米書(6)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0)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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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10)
詩歌智慧書(19) 約伯記(7) 詩篇(11) 箴言(1) 傳道書(0) 雅歌(0)

創24:21 要~耶和華賜他通達的道路沒
28: 8 以掃就~他父親以撒看不中迦
申31:13 也使他們未曾~這律法的兒女
士 3: 2 又知道又學習未曾~的戰事。
撒下 3:25 你當~尼珥的兒子押尼珥來、
伯21:14 我們吧．我們不願~你的道。
24:17 暗．因為他們~幽暗的驚駭。
28:23 智慧的道路、~智慧的所在。
32:22 我不~奉承、若奉承、造我的
37: 7 所造的萬人、都~他的作為。
38: 5 你若~就說、是誰定地的尺度
39: 2 麼．他們幾時生產你能~麼．
詩39: 4 求你叫我~我身之終、我的壽
44:21 麼．因為他~人心裏的隱祕。
73:11 　神怎能~．至高者豈有知識
78: 6 可以~．他們也要起來告訴他
90:11 誰~你怒氣的權勢、誰按著你
90:11 著你該受的敬畏~你的忿怒呢
92: 6 畜類人不~、愚頑人也不明白
95:10 糊的百姓、竟不~我的作為．
100: 3 你們當~耶和華是　神．我們
103: 7 則、叫以色列人~他的作為。
139: 2 你都~．你從遠處知道我的意
箴 1: 2 要使人~智慧和訓誨．分辨通
賽 6: 9 明白．看是要看見、卻不~。
 7:15 到他~棄惡擇善的時候、他必
 7:16 在這孩子還不~棄惡擇善之先
 8: 4 在這小孩子不~叫父叫母之先
耶 1: 5 我已~你、你未出母胎、我已
 5: 4 因為不~耶和華的作為、和他
 5: 5 因為他們~耶和華的作為、和
 5:15 他們的言語你不~、他們的話
10:23 我~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
12: 3 你~我、看見我、察驗我向你
太13:14 白．看是要看見、卻不~．』
16:12 門徒這才~他說的、不是叫他
22:29 白聖經、也不~　神的大能。
可 4:12 卻不~．聽是聽見、卻不明白
 4:27 漸長、那人卻不~如何這樣。
 7:18 豈不~凡從外面進入的、不能
10:19 誡命你是~的、不可殺人、不
12:24 白聖經、不~　神的大能麼。

12:28 ~耶穌回答的好、就問他說、
13:33 因為你們不~那日期幾時來到
15:10 他原~祭司長是因為嫉妒才把
路 8:53 他們~女兒已經死了、就嗤笑
11:17 他~他們的意念、便對他們說
13:25 你們、不~你們是那裏來的。
13:27 我不~你們是那裏來的．你們
18:20 誡命你是~的、不可姦淫、不
18:34 的、他們不~所說的是甚麼。
20:21 我們~你所講所傳都是正道、
21:30 你們一看見自然~夏天近了。
21:31 成就、也該~　神的國近了。
22:60 我不~你說的是甚麼．正說話
23: 7 既~耶穌屬希律所管、就把他
23:34 他們不~。兵丁就拈鬮分他的
約 3: 8 卻不~從那裏來、往那裏去．
 7:17 就必~這教訓或是出於　神、
 8:32 你們必~真理、真理必叫你們
16:30 現在我們~你凡事都知道、也
徒 2:30 又~　神曾向他起誓、要從他
 3:17 我~你們作這事、是出於不知
 7:18 直到有不~約瑟的新王興起．
13:38 你們當~、赦罪的道是由這人
17:11 查聖經、要~這道是與不是。
18:25 人．只是他單~約翰的洗禮。
20:25 如今我~你們以後都不得再見
23: 5 我不~他是大祭司．經上記著
23:34 省的人、既~他是基利家人、
24:22 腓力斯本是詳細~這道、就支
26: 5 就~我從起初、是按著我們教
26:26 王也~這些事、所以我向王放
28:22 門、我們~是到處被毀謗的。
28:26 明白．看是要看見、卻不~．
羅 1:20 就可以~、叫人無可推諉．
 2: 4 不~他的恩慈是領你悔改呢．
 2:18 就~　神的旨意、也能分別是
 3:19 我們~律法上的話、都是對律
 6:16 豈不~你們獻上自己作奴僕、
 7: 1 你們豈不~律法管人是在活著
 7:14 我們原~律法是屬乎靈的、但
 8:26 我們本不~當怎樣禱告、只是
 8:27 ~聖靈的意思．因為聖靈照著

 8:28 我們~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
11: 2 你們豈不~經上論到以利亞是
13:11 你們~現今就是該趁早睡醒的
15:29 我也~去的時候、必帶著基督

林前 8: 1 我們~我們都有知識．但知識
10: 1 我不願意你們不~、我們的祖
16:15 你們~司提反一家、是亞該亞

林後 1: 8 我們不要你們不~、我們從前
 2:11 因我們並非不~他的詭計。
 5: 6 並且~我們住在身內便與主相
13: 6 我卻盼望你們~我們不是可棄
弗 3: 4 就能~我深知基督的奧祕．
 6: 8 因為~各人所行的善事、不論
腓 3:10 ~他復活的大能、並且曉得和
 3:10 並且~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
西 2: 1 我願意你們~我為你們和老底
帖前 2: 1 你們自己原~我們進到你們那

 2:11 你們也~我們怎樣勸勉你們、
 3: 5 要~你們的信心如何、恐怕那
 4: 2 你們原~我們憑主耶穌傳給你
 4: 4 要你們各人~怎樣用聖潔尊貴
 5: 2 因為你們自己明明~、主的日
來 3:10 常常迷糊、竟不~我的作為．
雅 3: 1 因為~我們要受更重的判斷。
彼後 1:12 你們雖然~這些事、並且在你

 2:12 他們毀謗所不~的事、正在敗
 2:21 他們~義路、竟背棄了傳給他
 2:21 們的聖命、倒不如不~為妙。

約壹 2: 3 守他的誡命、就~是認識他。
 3:14 就~是已經出死入生了。沒有
 3:15 你們~凡殺人的、沒有永生存
啟 2:24 不~他們素常所說撒但深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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