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扬 圣经(109次)

新约(25次)
福音书(12)
历史书(4)
保罗书信(7)

马太福音(2) 马可福音(4) 路加福音(5) 约翰福音(1)
使徒行传(4)
罗马书(0) 哥林多前书(0) 哥林多后书(2) 加拉太书(1) 以弗所书(0) 腓立比书(0) 歌罗西书(1) 帖
撒罗尼迦前书(1) 帖撒罗尼迦后书(0) 提摩太前书(0) 提摩太后书(0) 提多书(2) 腓利门书(0)

扬 yáng

普通书信(2) 希伯来书(1) 雅各书(0) 彼得前书(1) 彼得后书(0) 约翰壹书(0)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0)
启示录(0)

律法书(3)
历史书(13)

预言书(0)

约书亚记(1) 士师记(1)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0) 撒母耳记下(2) 列王记上(1) 列王记下(2) 历代
志上(4) 历代志下(1)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1) 以斯帖记(0)

创世纪(1) 出埃及记(2) 利未记(0) 民数记(0) 申命记(0)
旧约(84次)

以赛亚书(22) 耶利米书(13)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结书(2) 但以理书(1)
小先知书(1) 何西阿书(0) 约珥书(0) 阿摩司书(1)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0)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39)
诗歌智慧书(28) 约伯记(2) 诗篇(22) 箴言(3) 传道书(1) 雅歌(0)

创11: 4 为要传~我们的名、免得我们
出 9: 8 摩西要在法老面前向天~起来
 9:10 摩西向天~起来、就在人身上
书 6:27 在．约书亚的声名传~遍地。
士 5:10 的、行路的、你们都当传~。
撒下 1:20 不要在亚实基伦街上传~、免

16:13 又拿石头砍他、拿土~他。
王上 4:31 他的名声传~在四围的列国。
王下19: 4 求你为余剩的民．~声祷告。

19:22 ~起声来、高举眼目、攻击谁
代上14:17 于是大卫的名传~到列国．耶

16: 4 颂~、称谢、赞美耶和华以色
16: 8 名、在万民中传~他的作为。
16:23 华歌唱、天天传~他的救恩。

代下 5:13 ~声赞美耶和华说、耶和华本
尼 6:13 罪、他们好传~恶言毁谤我。
伯 2:12 把尘土向天~起来、落在自己
38:34 你能向云彩~起声来、使倾盆
诗 9: 1 我要传~你一切奇妙的作为。
 9:11 将他所行的传~在众民中。
19: 1 的荣耀．穹苍传~他的手段。
51:15 我的口便传~赞美你的话。
60: 4 可以为真理~起来。〔细拉〕
64: 9 要传~　神的工作、并且明白
71:17 如今、我传~你奇妙的作为。
74: 5 他们好像人~起斧子、砍伐林
75: 9 但我要宣~、直到永远．我要
92: 2 早晨传~你的慈爱、每夜传扬
92: 2 每夜传~你的信实、这本为美
93: 3 大水~起、大水发声、波浪澎
96: 2 他的名、天天传~他的救恩．
102:21 使人在锡安传~耶和华的名、
102:21 在耶路撒冷传~赞美他的话．
105: 1 名、在万民中传~他的作为。
107:25 就起来、海中的波浪也~起．
116:13 救恩的杯、称~耶和华的名。
118:17 活、并要传~耶和华的作为。
119:13 我用嘴唇传~你口中的一切典
145: 4 的作为、也要传~你的大能。
145: 6 能力．我也要传~你的大德。
箴 2: 3 呼求明哲、~声求聪明、
13:16 事．愚昧人张~自己的愚昧。

15: 7 播~知识．愚昧人的心、并不
传10:20 必传~这声音．有翅膀的、也
赛 3: 7 那时他必~声说、我不作医治
12: 4 将他所行的传~在万民中、提
12: 6 当~声欢呼．因为在你们中间
13: 2 向群众~声招手、使他们进入
24:14 的威严、从海那里~起声来。
30:24 这料是用木杴和杈子~净的。
33:23 也不能~起篷来．那时许多掳
37: 4 求你为余剩的民、~声祷告。
37:23 ~起声来、高举眼目攻击谁呢
38:18 死亡不能颂~你、下坑的人不
40: 9 你要极力~声．扬声不要惧怕
40: 9 ~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城邑
41:16 你要把他簸~风要吹去、旋风
42: 2 不~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
42:11 都当~声．西拉的居民当欢呼
42:12 华、在海岛中传~他的颂赞。
48:20 以欢呼的声音传~说、耶和华
48:20 你们要将这事宣~到地极。
52: 8 他们~起声来、一同歌唱．因
54: 1 ~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
58: 1 ~起声来好像吹角、向我百姓
66:19 们必将我的荣耀传~在列国中
耶 4: 5 你们当传~在犹大、宣告在耶
 4:11 不是为簸~、也不是为扬净．
 4:11 不是为簸扬、也不是为~净．
 4:15 有声音从但传~、从以法莲山
 5:20 当传~在雅各家、报告在犹大
 9:10 为旷野的草场~声哀号、因为
22:20 在巴珊~声、从亚巴琳哀号、
31: 7 当传~颂赞、说、耶和华阿、
31:10 传~在远处的海岛、说、赶散
46:14 你们要传~在埃及、宣告在密
50: 2 你们要在万国中传~报告、竖
50:28 在锡安~声报告耶和华我们的
51: 2 簸~他、使他的地空虚．在他
哀 2:10 他们~起尘土、落在头上、腰
结21:22 ~声呐喊、筑垒造台、以撞城
26:10 尘土~起遮蔽你．他进入你的
但 4: 2 所行的神迹奇事、宣~出来．
摩 3: 9 和埃及地的宫殿里传~说、你

太 3:12 要~净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
10:27 所听的、要在房上宣~出来。
可 1:45 把这件事传~开了、叫耶稣以
 5:20 传~耶稣为他作了何等大的事
 6:14 耶稣的名声传~出来．希律王
 7:36 发嘱咐、他们越发传~开了。
路 3:17 要~净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
 5:15 但耶稣的名声越发传~出去．
 8:39 就去满城里传~耶稣为他作了
 9:60 你只管去传~　神国的道。
12: 3 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
约 7: 4 人要显~名声、没有在暗处行
徒 4:17 惟恐这事越发传~在民间、我
 8:25 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福音
 9:15 以色列人面前、宣~我的名。
22:23 衣裳、把尘土向空中~起来。

林后 2:14 我们在各处显~那因认识基督
10:10 却是气貌不~、言语粗俗的。
加 1:23 现在传~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
西 1:28 我们传~他、是用诸般的智慧
帖前 1: 8 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出来
多 1: 3 借着传~的工夫、把他的道显
 1: 3 这传~的责任、是按着　神我
来 2:12 弟兄、在会中我要颂~你。』
彼前 2: 9 要叫你们宣~那召你们出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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