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仰 聖經(99次)

新約(12次)
福音書(4)
歷史書(0)
保羅書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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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法書(1)
歷史書(12)

預言書(0)

約書亞記(0) 士師記(0)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2) 撒母耳記下(1) 列王記上(2) 列王記下(1) 歷代
志上(0) 歷代志下(5) 以斯拉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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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申命記(0)
舊約(87次)

以賽亞書(13) 耶利米書(2) 耶利米哀歌(3) 以西結書(7)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7) 何西阿書(1) 約珥書(0) 阿摩司書(0)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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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瑪拉基書(1)

大先知書(25)
詩歌智慧書(42) 約伯記(8) 詩篇(32) 箴言(2) 傳道書(0) 雅歌(0)

民 6:26 願耶和華向你~臉、賜你平安
撒上 9:20 以色列眾人所~慕的是誰呢、

 9:20 不是~慕你、和你父的全家麼
撒下22:42 他們~望、卻無人拯救、就是
王上 1:20 以色列眾人的眼目都~望你、

 2:15 以色列眾人也都~望我作王．
王下 6:33 的．我何必再~望耶和華呢。
代下14:11 因為我們~賴你、奉你的名來

16: 7 因你~賴亞蘭王、沒有仰賴耶
16: 7 沒有~賴耶和華你的　神、所
16: 8 只因你~賴耶和華、他便將他
20:12 行、我們的眼目、單~望你。
拉 9: 6 不敢向我　神~面、因為我們
伯 5: 8 我必~望　神、把我的事情託
 8:14 他所~賴的必折斷、他所倚靠
11:15 你必~起臉來、毫無斑點．你
22:26 者為喜樂、向　神~起臉來。
29:21 人聽見我而~望、靜默等候我
29:23 他們~望我如仰望雨．又張開
29:23 他們仰望我如~望雨．又張開
30:26 我~望得好處、災禍就到了．
詩 4: 6 求你~起臉來、光照我們。
25: 1 耶和華阿、我的心~望你。
25:15 我的眼目時常~望耶和華．因
27: 4 瞻~他的榮美、在他的殿裏求
31:24 凡~望耶和華的人、你們都要
33:18 他的人、和~望他慈愛的人、
33:22 求你照著我們所~望你的、向
34: 5 凡~望他的、便有光榮．他們
38:15 我~望你．主我的　神阿、你
42: 5 應當~望　神．因他笑臉幫助
42:11 應當~望　神．因我還要稱讚
43: 5 應當~望　神．因我還要稱讚
52: 9 也要在你聖民面前~望你的名
59: 9 我必~望你．因為　神是我的
63: 2 我在聖所中曾如此瞻~你、為
78: 7 好叫他們~望　神、不忘記
86: 4 裏歡喜．因為我的心~望你。
104:27 這都~望你按時給他食物。
106:13 他的作為、不~望他的指教、
119:43 開我口．因我~望你的典章。
119:74 就要歡喜．因我~望你的話。

119:81 想你的救恩、~望你的應許。
119:114的盾牌．我甚~望你的話語。
119:147亮呼求．我~望了你的言語。
119:166我~望了你的救恩、遵行了你
130: 5 的心等候．我也~望他的話。
130: 7 你當~望耶和華．因他有慈愛
131: 3 你當~望耶和華、從今時直到
141: 8 我的眼目~望你．我投靠你、
143: 8 當行的路、因我的心~望你。
145:15 萬民都舉目~望你．你隨時給
146: 5 ~望耶和華他　神的、這人便
箴 3: 5 你要專心~賴耶和華、不可倚
 8:34 日日在我門口~望、在我門框
賽 8:17 家的耶和華、我也要~望他。
 8:22 ~觀上天、俯察下地、不料、
17: 7 當那日人必~望造他們的主、
17: 8 他們必不~望祭壇、就是自己
20: 5 以色列人必因所~望的古實、
20: 6 我們素所~望的、就是我們為
22: 8 日、你就~望林庫內的軍器。
22:11 卻不~望作這事的主、也不顧
28:13 以致他們前行~面跌倒、而且
31: 1 卻不~望以色列的聖者、也不
38:14 我因~觀、眼睛困倦．耶和華
45:22 地極的人都當~望我、就必得
63: 5 我~望、見無人幫助．我詫異
耶 3:23 ~望從小山、或從大山的喧嚷
50: 7 就是他們列祖所~望的耶和華
哀 3:24 我的分．因此、我要~望他。
 3:26 人~望耶和華、靜默等候他的
 4:17 我們~望人來幫助、以致眼目
結18: 6 未曾~望以色列家的偶像、未
18:12 ~望偶像、並行可憎的事、
18:15 未曾~望以色列家的偶像、未
20:24 眼目~望他們父親的偶像。
23:27 使你不再~望亞述、也不再追
29:16 以色列家~望埃及人的時候、
33:25 ~望偶像、並且殺人流血．你
何10:13 自己的行為、~賴勇士眾多、
拿 2: 4 驅逐、我仍要~望你的聖殿。
彌 7: 7 我要~望耶和華、要等候那救
亞 9: 1 支派的眼目、都~望耶和華）

11:11 那些~望我的困苦羊、就知道
12:10 他們必~望我、〔或作他本節
瑪 3: 1 就是你們所~慕的、快要來到
太12:21 外邦人都要~望他的名。』
約 5:45 的、就是你們所~賴的摩西。
 8:56 拉罕歡歡喜喜的~望我的日子
19:37 他們要~望自己所扎的人。』
羅 4:20 並且~望　神的應許、總沒有
15:12 外邦的．外邦人要~望他。』

提前 5: 5 是~賴　神、晝夜不住的祈求
來12: 2 ~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
12: 2 或作~望那將真道創始成終的

彼前 3: 5 因為古時~賴　神的聖潔婦人
彼後 3:12 切切~望　神的日子來到．在
猶 1:21 ~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憐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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