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中 聖經(144次)

新約(17次)
福音書(4)
歷史書(2)
保羅書信(6)

馬太福音(0) 馬可福音(2) 路加福音(2)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2)
羅馬書(1) 哥林多前書(0) 哥林多後書(0) 加拉太書(0) 以弗所書(3) 腓立比書(1) 歌羅西書(0) 帖
撒羅尼迦前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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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希伯來書(2) 雅各書(0) 彼得前書(2) 彼得後書(1) 約翰壹書(0)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0) 猶大
書(0)
啟示錄(0)

律法書(13)
歷史書(22)

預言書(0)

約書亞記(0) 士師記(6)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4) 撒母耳記下(1) 列王記上(1) 列王記下(0) 歷代
志上(2) 歷代志下(3) 以斯拉記(1) 尼希米記(2) 以斯帖記(2)

創世紀(2) 出埃及記(2) 利未記(1) 民數記(2) 申命記(6)
舊約(127次)

以賽亞書(16) 耶利米書(13) 耶利米哀歌(2) 以西結書(5) 但以理書(3)
小先知書(3) 何西阿書(1) 約珥書(0) 阿摩司書(0)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1)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1)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39)
詩歌智慧書(50) 約伯記(12) 詩篇(13) 箴言(21) 傳道書(3) 雅歌(1)

創 6: 6 就後悔造人在地上、~憂傷。
20: 6 我知道你作這事是~正直、我
出28: 3 又要吩咐一切~有智慧的、就
35:25 凡~有智慧的婦女、親手紡線
利26:43 的典章、~厭惡了我的律例。
民21: 4 姓因這路難行、~甚是煩躁．
27:18 是~有聖靈的、你將他領來按
申 2:30 為耶和華你的　神使他~剛硬
11:16 免得~受迷惑、就偏離正路、
19: 6 ~火熱追趕他、因路遠就追上
28:65 耶和華卻使你在那裏~跳動、
32:20 僻的族類、~無誠實的兒女。
32:28 列民毫無計謀、~沒有聰明。
士 5:15 在流便的溪水旁有~定大志的
 5:16 在流便的溪水旁有~設大謀的
10:16 色列人受的苦難、就~擔憂。
16:17 參孫就把~所藏的都告訴了他
16:18 大利拉見他把~所藏的都告訴
16:18 他已經把~所藏的都告訴了我

撒上 1:13 原來哈拿~默禱、只動嘴唇不
 2:33 ~憂傷．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
24: 5 隨後大衛~自責、因為割下掃
28: 5 士的軍旅、就懼怕、~發顫。

撒下24:10 就~自責、禱告耶和華、說、
王上 8:66 就都~喜樂、各歸各家去了。
代上16:10 尋求耶和華的人~應當歡喜。

29: 3 且因我~愛慕我　神的殿、就
代下 7:10 就都~喜樂、各歸各家去了。

 7:11 和華殿和王宮凡他~所要作的
29:10 現在我~有意與耶和華以色列
拉 9: 5 ~愁苦、穿著撕裂的衣袍、雙
尼 2: 2 必是你~愁煩。於是我甚懼怕
 9:25 肥胖、因你的大恩、~快樂。
斯 1:10 亞哈隨魯王飲酒~快樂、就吩
 5: 9 那日哈曼~快樂、歡歡喜喜地
伯 1: 5 ~棄掉　神。約伯常常這樣行
 3:20 ~愁苦的人、為何有生命賜給
 6:13 智慧豈不是從我~趕出淨盡麼
 9:27 情、除去我的愁容、~暢快．
14:22 但知身上疼痛、~悲哀。
20: 2 我~急躁、所以我的思念叫我
21:25 有人至死~痛苦、終身未嘗福

27: 2 全能者使我~愁苦．我指著永
29:13 我祝福。我也使寡婦~歡樂。
33: 3 要發明~所存的正直．我所知
36:13 那~不敬虔的人、積蓄怒氣．
37:24 凡自以為~有智慧的人、他都
詩 7: 8 義、和我~的純正、判斷我。
28: 7 所以我~歡樂．我必用詩歌頌
31: 7 我的困苦、知道我~的艱難。
33:11 立定、他~的思念萬代常存。
55:15 住處、他們的~、都是邪惡。
58: 2 你們是~作惡．你們在地上秤
76: 5 ~勇敢的人、都被搶奪．他們
78:18 他們~試探　神、隨自己所欲
78:72 於是他按~的純正、牧養他們
84: 5 靠你有力量~想往錫安大道的
105: 3 求耶和華的人、~應當歡喜。
119:111產業．因這是我~所喜愛的。
140: 2 他們~圖謀奸惡、常常聚集要
箴 4:21 離你的眼目．要存記在你~。
 5:12 怎麼恨惡訓誨、~藐視責備、
 6:14 ~乖僻、常設惡謀、布散分爭
 6:25 你~不要戀慕他的美色、也不
10: 8 ~智慧的、必受命令．口裏愚
11:13 密事．~誠實的、遮隱事情。
11:20 ~乖僻的、為耶和華所憎惡．
12: 8 稱讚．~乖謬的、必被藐視。
14:10 ~的苦楚、自己知道．心裏的
14:14 ~背道的、必滿得自己的結果
14:30 ~安靜、是肉體的生命．嫉妒
14:33 智慧存在聰明人~．愚昧人心
15:13 ~喜樂、面帶笑容．心裏憂愁
15:15 愁苦．~歡暢的、常享豐筵。
16: 1 ~的謀算在乎人．舌頭的應對
16:21 ~有智慧、必稱為通達人．嘴
22:18 你若~存記、嘴上咬定、這便
23:17 你~不要嫉妒罪人．只要終日
26:25 因為他~有七樣可憎惡的．
28:25 ~貪婪的、挑起爭端．倚靠耶
28:26 ~自是的、便是愚昧人．憑智
傳 1:16 而且我~多經歷智慧、和知識
 9: 7 ~快樂喝你的酒．因為　神已
11:10 所以你當從~除掉愁煩．從肉

歌 3:11 ~喜樂的時候、他母親給他戴
賽 8:21 ~焦躁、咒罵自己的君王、和
24: 7 衰殘、~歡樂的、俱都歎息。
26: 9 夜間我~羨慕你．我裏面的靈
27: 4 我~不存忿怒．惟願荊棘蒺藜
29:24 ~迷糊的、必得明白、發怨言
30:29 並且~喜樂、像人吹笛、上耶
44:20 ~昏迷、使他偏邪、他不能自
46:12 你們這些~頑梗、遠離公義的
47: 8 你~說、惟有我、除我以外再
51: 7 將我訓誨存在~的民、要聽我
54: 6 如召被離棄~憂傷的妻、就是
55: 2 那美物、得享肥甘、~喜樂。
63: 4 因為報仇之日在我~、救贖我
65:14 我的僕人因~高興歡呼、你們
65:14 你們卻因~憂愁哀哭、又因心
66:14 就~快樂、你們的骨頭必得滋
耶 4:14 你當洗去~的惡、使你可以得
 9:26 以色列人~、也沒有受割禮。
15:16 是我~的歡喜快樂．因我是稱
17: 5 ~離棄耶和華的、那人有禍了
22:27 但~甚想歸回之地、必不得歸
23:20 直到他~所擬定的成就了、末
30:24 直到他~所擬定的成就了．末
44:14 他們~甚想歸回居住之地．除
44:21 華豈不記念、~豈不思想麼。
48:41 摩押的勇士~疼痛、如臨產的
49:16 你因~的狂傲自欺．你雖如大
49:22 以東的勇士~疼痛、如臨產的
51:50 念耶和華、~追想耶路撒冷。
哀 1:22 們．因我歎息甚多、~發昏。
 5:15 我們~的快樂止息、跳舞變為
結 3:14 我~甚苦、靈性忿激．並且耶
 6: 9 為他們~何等傷破、是因他們
11:21 至於那些~隨從可憎可厭之物
24:21 ~所愛惜的被褻瀆、並且你們
28:17 你因美麗~高傲、又因榮光敗
但 5:11 這人~光明、又有聰明智慧、
 5:14 ~光明、又有聰明和美好的智
 7:28 ~甚是驚惶、臉色也改變了、
何 7: 6 ~熱如火爐、就如烤餅的整夜
彌 6: 7 為~的罪惡獻我身所生的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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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10: 7 他們~暢快如同喝酒．他們的
可 2: 8 耶穌~知道他們心裏這樣議論
14: 4 有幾個人~很不喜悅、說、何
路 8:13 但~沒有根、不過暫時相信、
 9:47 耶穌看出他們~的議論、就領
徒 7:23 ~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
16:18 保羅就~厭煩、轉身對那鬼說
羅 7:23 和我~的律交戰、把我擄去叫
弗 1:18 並且照明你們~的眼睛、使你
 2: 2 現今在悖逆之子~運行的邪靈
 2: 3 隨著肉體和~所喜好的去行、
腓 2: 1 麼交通、~有甚麼慈悲憐憫、
帖前 2:13 並且運行在你們信主的人~。
來 4:12 連~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10:22 並我們~天良的虧欠已經灑去

彼前 1:13 原文作束上你們~的腰〕謹慎
 3:15 有人問你們~盼望的緣由、就

彼後 2:14 ~習慣了貪婪、正是被咒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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