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益 圣经(124次)

新约(55次)
福音书(8)
历史书(1)
保罗书信(39)

马太福音(1) 马可福音(1) 路加福音(1) 约翰福音(5)
使徒行传(1)
罗马书(5) 哥林多前书(14) 哥林多后书(3) 加拉太书(1) 以弗所书(2) 腓立比书(2) 歌罗西书(0) 
帖撒罗尼迦前书(0) 帖撒罗尼迦后书(0) 提摩太前书(3) 提摩太后书(3) 提多书(2) 腓利门书(4)

益 yì

普通书信(7) 希伯来书(5) 雅各书(2) 彼得前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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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历史书(6)

预言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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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3) 出埃及记(0) 利未记(0) 民数记(0) 申命记(1)
旧约(69次)

以赛亚书(11) 耶利米书(7)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1) 但以理书(1)
小先知书(4) 何西阿书(0) 约珥书(0) 阿摩司书(0)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1)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2)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1)

大先知书(20)
诗歌智慧书(35) 约伯记(10) 诗篇(4) 箴言(8) 传道书(13) 雅歌(0)

创25:32 长子的名分于我有什么~处呢
27:46 样、我活着还有什么~处呢。
37:26 藏了他的血、有什么~处呢。
申23: 6 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
撒上12:21 不能救人的虚神、是无~的。

19: 4 他所行的、都与你大有~处。
代下12:12 并且在犹大中间也有善~的事
拉 9:12 和他们的利~、这样你们就可
斯 3: 8 例、所以容留他们与王无~．
 5:13 有这一切荣耀、也与我无~。
伯 5:27 要听、要知道是与自己有~。
15: 3 他岂可用无~的话、和无济于
21:15 他呢．求告他有什么~处呢。
22: 2 人岂能使　神有~呢．智慧人
22: 2 益呢．智慧人但能有~于己。
30: 2 衰败、其手之力与我何~呢。
33:27 颠倒是非、这竟与我无~。
34: 9 人以　神为乐、总是无~。
35: 3 这与我有什么~处．我不犯罪
35: 8 你的公义或能叫世人得~处。
诗30: 9 有什么~处呢．尘土岂能称赞
73:28 但我亲近　神是与我有~．我
119:71 我受苦是与我有~、为要使我
119:72 与我有~、胜于千万的金银。
箴 3:14 过得银子、其利~强如精金．
 4:10 受我的言语、就必延年~寿。
 9:12 是与自己有~．你若亵慢、就
10: 2 毫无~处．惟有公义、能救人
11: 4 资财无~．惟有公义能救人脱
14:23 都有~处．嘴上多言、乃致穷
31:11 心里倚靠他、必不缺少利~．
31:12 他一生使丈夫有~无损．
传 1: 3 之下的劳碌、有什么~处呢。
 2:11 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处。
 3: 9 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处呢
 5: 9 况且地的~处归众人．就是君
 5:10 也不因得利~知足．这也是虚
 5:11 物主得什么~处呢、不过眼看
 5:16 他为风劳碌有什么~处呢。
 6:11 既多、这与人有什么~处呢。
 6:12 谁知道什么与他有~呢．谁能
 7:11 天日的人、得智慧更为有~。

 7:12 的生命、这就是知识的~处。
10:10 但得智慧指教、便有~处。
10:11 若咬人、后行法术也是无~。
赛 1:11 与我何~呢．公绵羊的燔祭、
30: 5 也非利~、只作羞耻凌辱。
30: 7 埃及的帮助是徒然无~的．所
44: 9 都无~处．他们的见证、无所
44:10 制造神像、铸造无~的偶像。
47:12 或者可得~处、或者可得强胜
47:15 都要这样与你无~．从幼年与
48:17 教训你使你得~处、引导你所
56:11 路、各从各方求自己的利~。
57:12 于你所行的、都必与你无~。
58: 3 仍求利~、勒逼人为你们作苦
耶 2: 8 巴力说预言、随从无~的神。
 2:11 们的荣耀、换了那无~的神。
 6:20 奉来给我有何~呢．你们的燔
 7: 8 哪、你们倚靠虚谎无~的话。
12:13 却毫无~处．因耶和华的烈怒
16:19 过是虚假、是虚空无~之物。
23:32 他们与这百姓毫无~处．这是
结15: 4 也被烧了、还有~于工用么。
但11:17 不得成就、与自己毫无~处。
弥 2: 7 岂不是与行动正直的人有~么
哈 2:18 有什么~处呢．铸造的偶像、
 2:18 这哑巴偶像、有什么~处呢．
玛 3:14 前苦苦斋戒、有什么~处呢。
太16:26 有什么~处呢．人还能拿什么
可 8:36 自己的生命、有什么~处呢。
路 9:25 赔上自己、有什么~处呢。
约 6:63 肉体是无~的．我对你们所说
11:50 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处。
12:19 你们是徒劳无~、世人都随从
16: 7 我去是与你们有~的．我若不
18:14 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的那位
徒20:20 凡与你们有~的、我没有一样
罗 2:25 割礼固然于你有~．若是犯律
 3: 1 么长处、割礼有什么~处呢．
 8:28 叫爱　神的人得~处、就是按
13: 4 是与你有~的。你若作恶、却
15: 2 悦、使他得~处、建立德行。

林前 6:12 但不都有~处。凡事我都可行

 7:35 是为你们的~处．不是要牢笼
 8: 8 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
10:23 但不都有~处。凡事都可行．
10:24 不要求自己的~处、乃要求别
10:24 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处。
10:33 不求自己的~处、只求众人的
10:33 只求众人的~处、叫他们得救
11:17 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乃是
12: 7 在各人身上、是叫人得~处。
13: 3 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
13: 5 不求自己的~处．不轻易发怒
14: 6 解、我与你们有什么~处呢。
15:32 那于我有什么~处呢．若死人

林后 1:15 们那里去、叫你们再得~处．
 8:10 是与你们有~．因为你们下手
12: 1 我自夸固然无~、但我是不得
加 5: 2 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了。
弗 4:29 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处。
 5:11 那暗昧无~的事、不要与人同
腓 1:21 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处。
 3: 7 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的、

提前 4: 8 ~处还少．惟独敬虔、凡事都
 4: 8 凡事都有~处．因有今生和来
 6: 2 因为得服事之~处的、是信道

提后 2:14 这是没有~处的、只能败坏听
 3:16 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的．
 4:11 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于我有~处
多 3: 8 这都是美事、并且与人有~。
 3: 9 竞．因为这都是虚妄无~的。
门 1:10 此名就是有~处的意思〕求你
 1:11 他从前与你没有~处、但如今
 1:11 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处．
 1:20 或作~处〕并望你使我的心在
来 4: 2 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
 7:18 因软弱无~、所以废掉了．
12:10 是要我们得~处、使我们在他
13: 9 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处。
13:17 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了。
雅 2:14 有什么~处呢．这信心能救他
 2:16 所需用的、这有什么~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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