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 聖經(84次)

新約(51次)
福音書(10)
歷史書(8)
保羅書信(27)

馬太福音(4) 馬可福音(1) 路加福音(3) 約翰福音(2)
使徒行傳(8)
羅馬書(1) 哥林多前書(3) 哥林多後書(0) 加拉太書(2) 以弗所書(2) 腓立比書(2) 歌羅西書(4) 帖
撒羅尼迦前書(0) 帖撒羅尼迦後書(1) 提摩太前書(5) 提摩太後書(5) 提多書(2) 腓利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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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5) 希伯來書(4) 雅各書(0) 彼得前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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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律法書(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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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列王記上(0) 列王記下(0) 歷代
志上(1) 歷代志下(0)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0)

創世紀(0) 出埃及記(0) 利未記(0) 民數記(0) 申命記(8)
舊約(33次)

以賽亞書(4) 耶利米書(2)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2) 但以理書(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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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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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詩歌智慧書(11) 約伯記(0) 詩篇(6) 箴言(5) 傳道書(0) 雅歌(0)

申 4:10 可以~習敬畏我、又可以教訓
 5: 1 要聽、可以~習、謹守遵行。
14:23 你可以~習時常敬畏耶和華你
17:19 好~習敬畏耶和華他的　神、
18: 9 可憎惡的事、你不可~著行。
20:18 他們教導你們~習一切可憎惡
31:12 使他們~習、好敬畏耶和華你
31:13 ~習敬畏耶和華你們的　神、
士 3: 2 又知道又~習未曾曉得的戰事
代上25: 7 和他們的弟兄~習頌讚耶和華
詩60: 1 叫人~習、交與伶長、調用為
106:35 混雜相合、~習他們的行為、
119: 7 我~了你公義的判語、就要以
119:71 益、為要使我~習你的律例。
119:73 我悟性、可以~習你的命令。
119:152我因~你的法度、久已知道是
箴 1: 5 增長~問、使聰明人得著智謀
 9: 9 指示義人、他就增長~問。
16:21 嘴中的甜言、加增人的~問。
16:23 口、又使他的嘴、增長~問。
30: 3 我沒有~好智慧．也不認識至
賽 1:17 ~習行善．尋求公平、解救受
 2: 4 那國、他們也不再~習戰事。
26: 9 候、地上的居民就~習公義。
26:10 他仍不~習公義．在正直的地
耶 9: 5 他們教舌頭~習說謊．勞勞碌
12:16 他們若殷勤~習我百姓的道、
結19: 3 少壯獅子、~會抓食而吃人。
19: 6 少壯獅子、~會抓食而吃人。
但 1: 4 通達各樣~問、知識聰明俱備
 1:17 　神在各樣文字~問上、〔學
 1:17 ~問原文作智慧〕賜給他們聰
彌 4: 3 那國、他們也不再~習戰事。
太10:24 ~生不能高過先生、僕人不能
10:25 ~生和先生一樣、僕人和主人
11:29 ~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裏
24:32 你們可以從無花果樹~個比方
可13:28 你們可以從無花果樹~個比方
路 1: 4 使你知道所~之道都是確實的
 6:40 ~生不能高過先生．凡學成了
 6:40 凡~成了的不過和先生一樣。
約 6:45 凡聽見父之教訓又~習的、就

 7:15 這個人沒有~過、怎麼明白書
徒 4:13 看出他們原是沒有~問的小民
 7:22 摩西~了埃及人一切的學問、
 7:22 摩西學了埃及人一切的~問、
17:18 以彼古羅和斯多亞兩門的~士
18:24 是有~問的、最能講解聖經。
18:24 講解聖經。〔~問或作口才〕
19: 9 便在推喇奴的~房、天天辯論
26:24 你的~問太大、反叫你癲狂了
羅16:17 背乎所~之道的人、我勸你們
林前 4:15 你們~基督的、師傅雖有一萬

14:31 叫眾人~道理．叫眾人得勸勉
14:35 他們若要~甚麼、可以在家裏
加 4: 3 受管於世俗小~之下、也是如
 4: 9 麼還要歸回那懦弱無用的小~
弗 4:20 你們~了基督、卻不是這樣．
 4:21 領了他的教、~了他的真理、
腓 4: 9 你們在我身上所~習的、所領
 4:11 以知足、這是我已經~會了．
西 1: 7 一同作僕人的以巴弗所~的．
 2: 8 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和虛空
 2: 8 和世上的小~、就把你們擄去
 2:20 脫離了世上的小~、為甚麼仍

帖後 3: 5 叫你們愛　神並~基督的忍耐
提前 2: 7 ~習真道。我說的是真話、並

 2:11 女人要沉靜~道、一味的順服
 5: 4 叫他們先在自己家中~著行孝
 6:20 和那敵真道似是而非的~問。
 6:21 已經有人自稱有這~問、就偏

提後 2:23 惟有那愚拙無~問的辯論、總
 3: 7 常常~習、終久不能明白真道
 3:14 但你所~習的、所確信的、要
 3:14 裏．因為你知道是跟誰~的．
 3:16 教導人~義、都是有益的．
多 3:14 並且我們的人要~習正經事業
 3:14 或作要~習行善〕預備所需用
來 4:11 免得有人~那不信從的樣子跌
 5: 8 還是因所受的苦難~了順從．
 5:12 看你們~習的工夫、本該作師
 5:12 得有人將　神聖言小~的開端

彼後 3:16 那無~問不堅固的人強解、如
啟14: 3 千人以外、沒有人能~這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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