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揚 聖經(109次)

新約(25次)
福音書(12)
歷史書(4)
保羅書信(7)

馬太福音(2) 馬可福音(4) 路加福音(5) 約翰福音(1)
使徒行傳(4)
羅馬書(0) 哥林多前書(0) 哥林多後書(2) 加拉太書(1) 以弗所書(0) 腓立比書(0) 歌羅西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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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腓利門書(0)

揚 yáng

普通書信(2) 希伯來書(1) 雅各書(0) 彼得前書(1) 彼得後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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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歷史書(13)

預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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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紀(1) 出埃及記(2) 利未記(0) 民數記(0) 申命記(0)
舊約(84次)

以賽亞書(22) 耶利米書(13)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結書(2) 但以理書(1)
小先知書(1) 何西阿書(0) 約珥書(0) 阿摩司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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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詩歌智慧書(28) 約伯記(2) 詩篇(22) 箴言(3) 傳道書(1) 雅歌(0)

創11: 4 為要傳~我們的名、免得我們
出 9: 8 摩西要在法老面前向天~起來
 9:10 摩西向天~起來、就在人身上
書 6:27 在．約書亞的聲名傳~遍地。
士 5:10 的、行路的、你們都當傳~。
撒下 1:20 不要在亞實基倫街上傳~、免

16:13 又拿石頭砍他、拿土~他。
王上 4:31 他的名聲傳~在四圍的列國。
王下19: 4 求你為餘剩的民．~聲禱告。

19:22 ~起聲來、高舉眼目、攻擊誰
代上14:17 於是大衛的名傳~到列國．耶

16: 4 頌~、稱謝、讚美耶和華以色
16: 8 名、在萬民中傳~他的作為。
16:23 華歌唱、天天傳~他的救恩。

代下 5:13 ~聲讚美耶和華說、耶和華本
尼 6:13 罪、他們好傳~惡言毀謗我。
伯 2:12 把塵土向天~起來、落在自己
38:34 你能向雲彩~起聲來、使傾盆
詩 9: 1 我要傳~你一切奇妙的作為。
 9:11 將他所行的傳~在眾民中。
19: 1 的榮耀．穹蒼傳~他的手段。
51:15 我的口便傳~讚美你的話。
60: 4 可以為真理~起來。〔細拉〕
64: 9 要傳~　神的工作、並且明白
71:17 如今、我傳~你奇妙的作為。
74: 5 他們好像人~起斧子、砍伐林
75: 9 但我要宣~、直到永遠．我要
92: 2 早晨傳~你的慈愛、每夜傳揚
92: 2 每夜傳~你的信實、這本為美
93: 3 大水~起、大水發聲、波浪澎
96: 2 他的名、天天傳~他的救恩．
102:21 使人在錫安傳~耶和華的名、
102:21 在耶路撒冷傳~讚美他的話．
105: 1 名、在萬民中傳~他的作為。
107:25 就起來、海中的波浪也~起．
116:13 救恩的杯、稱~耶和華的名。
118:17 活、並要傳~耶和華的作為。
119:13 我用嘴唇傳~你口中的一切典
145: 4 的作為、也要傳~你的大能。
145: 6 能力．我也要傳~你的大德。
箴 2: 3 呼求明哲、~聲求聰明、
13:16 事．愚昧人張~自己的愚昧。

15: 7 播~知識．愚昧人的心、並不
傳10:20 必傳~這聲音．有翅膀的、也
賽 3: 7 那時他必~聲說、我不作醫治
12: 4 將他所行的傳~在萬民中、提
12: 6 當~聲歡呼．因為在你們中間
13: 2 向群眾~聲招手、使他們進入
24:14 的威嚴、從海那裏~起聲來。
30:24 這料是用木杴和杈子~淨的。
33:23 也不能~起篷來．那時許多擄
37: 4 求你為餘剩的民、~聲禱告。
37:23 ~起聲來、高舉眼目攻擊誰呢
38:18 死亡不能頌~你、下坑的人不
40: 9 你要極力~聲．揚聲不要懼怕
40: 9 ~聲不要懼怕、對猶大的城邑
41:16 你要把他簸~風要吹去、旋風
42: 2 不~聲、也不使街上聽見他的
42:11 都當~聲．西拉的居民當歡呼
42:12 華、在海島中傳~他的頌讚。
48:20 以歡呼的聲音傳~說、耶和華
48:20 你們要將這事宣~到地極。
52: 8 他們~起聲來、一同歌唱．因
54: 1 ~聲歡呼．因為沒有丈夫的、
58: 1 ~起聲來好像吹角、向我百姓
66:19 們必將我的榮耀傳~在列國中
耶 4: 5 你們當傳~在猶大、宣告在耶
 4:11 不是為簸~、也不是為揚淨．
 4:11 不是為簸揚、也不是為~淨．
 4:15 有聲音從但傳~、從以法蓮山
 5:20 當傳~在雅各家、報告在猶大
 9:10 為曠野的草場~聲哀號、因為
22:20 在巴珊~聲、從亞巴琳哀號、
31: 7 當傳~頌讚、說、耶和華阿、
31:10 傳~在遠處的海島、說、趕散
46:14 你們要傳~在埃及、宣告在密
50: 2 你們要在萬國中傳~報告、豎
50:28 在錫安~聲報告耶和華我們的
51: 2 簸~他、使他的地空虛．在他
哀 2:10 他們~起塵土、落在頭上、腰
結21:22 ~聲吶喊、築壘造臺、以撞城
26:10 塵土~起遮蔽你．他進入你的
但 4: 2 所行的神蹟奇事、宣~出來．
摩 3: 9 和埃及地的宮殿裏傳~說、你

太 3:12 要~淨他的場、把麥子收在倉
10:27 所聽的、要在房上宣~出來。
可 1:45 把這件事傳~開了、叫耶穌以
 5:20 傳~耶穌為他作了何等大的事
 6:14 耶穌的名聲傳~出來．希律王
 7:36 發囑咐、他們越發傳~開了。
路 3:17 要~淨他的場、把麥子收在倉
 5:15 但耶穌的名聲越發傳~出去．
 8:39 就去滿城裏傳~耶穌為他作了
 9:60 你只管去傳~　神國的道。
12: 3 說的、將要在房上被人宣~。
約 7: 4 人要顯~名聲、沒有在暗處行
徒 4:17 惟恐這事越發傳~在民間、我
 8:25 在撒瑪利亞好些村莊傳~福音
 9:15 以色列人面前、宣~我的名。
22:23 衣裳、把塵土向空中~起來。

林後 2:14 我們在各處顯~那因認識基督
10:10 卻是氣貌不~、言語粗俗的。
加 1:23 現在傳~他原先所殘害的真道
西 1:28 我們傳~他、是用諸般的智慧
帖前 1: 8 的道從你們那裏已經傳~出來
多 1: 3 藉著傳~的工夫、把他的道顯
 1: 3 這傳~的責任、是按著　神我
來 2:12 弟兄、在會中我要頌~你。』
彼前 2: 9 要叫你們宣~那召你們出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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