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益 聖經(124次)

新約(55次)
福音書(8)
歷史書(1)
保羅書信(39)

馬太福音(1) 馬可福音(1) 路加福音(1) 約翰福音(5)
使徒行傳(1)
羅馬書(5) 哥林多前書(14) 哥林多後書(3) 加拉太書(1) 以弗所書(2) 腓立比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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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摩太後書(3) 提多書(2) 腓利門書(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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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7) 希伯來書(5) 雅各書(2) 彼得前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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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歷史書(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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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列王記上(0) 列王記下(0) 歷代
志上(0) 歷代志下(1) 以斯拉記(1)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2)

創世紀(3) 出埃及記(0) 利未記(0) 民數記(0) 申命記(1)
舊約(69次)

以賽亞書(11) 耶利米書(7)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1) 但以理書(1)
小先知書(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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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1)

大先知書(20)
詩歌智慧書(35) 約伯記(10) 詩篇(4) 箴言(8) 傳道書(13) 雅歌(0)

創25:32 長子的名分於我有甚麼~處呢
27:46 樣、我活著還有甚麼~處呢。
37:26 藏了他的血、有甚麼~處呢。
申23: 6 他們的平安、和他們的利~。
撒上12:21 不能救人的虛神、是無~的。

19: 4 他所行的、都與你大有~處。
代下12:12 並且在猶大中間也有善~的事
拉 9:12 和他們的利~、這樣你們就可
斯 3: 8 例、所以容留他們與王無~．
 5:13 有這一切榮耀、也與我無~。
伯 5:27 要聽、要知道是與自己有~。
15: 3 他豈可用無~的話、和無濟於
21:15 他呢．求告他有甚麼~處呢。
22: 2 人豈能使　神有~呢．智慧人
22: 2 益呢．智慧人但能有~於己。
30: 2 衰敗、其手之力與我何~呢。
33:27 顛倒是非、這竟與我無~。
34: 9 人以　神為樂、總是無~。
35: 3 這與我有甚麼~處．我不犯罪
35: 8 你的公義或能叫世人得~處。
詩30: 9 有甚麼~處呢．塵土豈能稱讚
73:28 但我親近　神是與我有~．我
119:71 我受苦是與我有~、為要使我
119:72 與我有~、勝於千萬的金銀。
箴 3:14 過得銀子、其利~強如精金．
 4:10 受我的言語、就必延年~壽。
 9:12 是與自己有~．你若褻慢、就
10: 2 毫無~處．惟有公義、能救人
11: 4 資財無~．惟有公義能救人脫
14:23 都有~處．嘴上多言、乃致窮
31:11 心裏倚靠他、必不缺少利~．
31:12 他一生使丈夫有~無損．
傳 1: 3 之下的勞碌、有甚麼~處呢。
 2:11 捕風、在日光之下毫無~處。
 3: 9 人在他的勞碌上有甚麼~處呢
 5: 9 況且地的~處歸眾人．就是君
 5:10 也不因得利~知足．這也是虛
 5:11 物主得甚麼~處呢、不過眼看
 5:16 他為風勞碌有甚麼~處呢。
 6:11 既多、這與人有甚麼~處呢。
 6:12 誰知道甚麼與他有~呢．誰能
 7:11 天日的人、得智慧更為有~。

 7:12 的生命、這就是知識的~處。
10:10 但得智慧指教、便有~處。
10:11 若咬人、後行法術也是無~。
賽 1:11 與我何~呢．公綿羊的燔祭、
30: 5 也非利~、只作羞恥凌辱。
30: 7 埃及的幫助是徒然無~的．所
44: 9 都無~處．他們的見證、無所
44:10 製造神像、鑄造無~的偶像。
47:12 或者可得~處、或者可得強勝
47:15 都要這樣與你無~．從幼年與
48:17 教訓你使你得~處、引導你所
56:11 路、各從各方求自己的利~。
57:12 於你所行的、都必與你無~。
58: 3 仍求利~、勒逼人為你們作苦
耶 2: 8 巴力說預言、隨從無~的神。
 2:11 們的榮耀、換了那無~的神。
 6:20 奉來給我有何~呢．你們的燔
 7: 8 哪、你們倚靠虛謊無~的話。
12:13 卻毫無~處．因耶和華的烈怒
16:19 過是虛假、是虛空無~之物。
23:32 他們與這百姓毫無~處．這是
結15: 4 也被燒了、還有~於工用麼。
但11:17 不得成就、與自己毫無~處。
彌 2: 7 豈不是與行動正直的人有~麼
哈 2:18 有甚麼~處呢．鑄造的偶像、
 2:18 這啞巴偶像、有甚麼~處呢．
瑪 3:14 前苦苦齋戒、有甚麼~處呢。
太16:26 有甚麼~處呢．人還能拿甚麼
可 8:36 自己的生命、有甚麼~處呢。
路 9:25 賠上自己、有甚麼~處呢。
約 6:63 肉體是無~的．我對你們所說
11:50 通國滅亡、就是你們的~處。
12:19 你們是徒勞無~、世人都隨從
16: 7 我去是與你們有~的．我若不
18:14 一個人替百姓死是有~的那位
徒20:20 凡與你們有~的、我沒有一樣
羅 2:25 割禮固然於你有~．若是犯律
 3: 1 麼長處、割禮有甚麼~處呢．
 8:28 叫愛　神的人得~處、就是按
13: 4 是與你有~的。你若作惡、卻
15: 2 悅、使他得~處、建立德行。

林前 6:12 但不都有~處。凡事我都可行

 7:35 是為你們的~處．不是要牢籠
 8: 8 我們不吃也無損、吃也無~。
10:23 但不都有~處。凡事都可行．
10:24 不要求自己的~處、乃要求別
10:24 的益處、乃要求別人的~處。
10:33 不求自己的~處、只求眾人的
10:33 只求眾人的~處、叫他們得救
11:17 因為你們聚會不是受~、乃是
12: 7 在各人身上、是叫人得~處。
13: 3 卻沒有愛、仍然與我無~。
13: 5 不求自己的~處．不輕易發怒
14: 6 解、我與你們有甚麼~處呢。
15:32 那於我有甚麼~處呢．若死人

林後 1:15 們那裏去、叫你們再得~處．
 8:10 是與你們有~．因為你們下手
12: 1 我自誇固然無~、但我是不得
加 5: 2 割禮、基督就與你們無~了。
弗 4:29 的好話、叫聽見的人得~處。
 5:11 那暗昧無~的事、不要與人同
腓 1:21 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處。
 3: 7 只是我先前以為與我有~的、

提前 4: 8 ~處還少．惟獨敬虔、凡事都
 4: 8 凡事都有~處．因有今生和來
 6: 2 因為得服事之~處的、是信道

提後 2:14 這是沒有~處的、只能敗壞聽
 3:16 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的．
 4:11 為他在傳道的事上於我有~處
多 3: 8 這都是美事、並且與人有~。
 3: 9 競．因為這都是虛妄無~的。
門 1:10 此名就是有~處的意思〕求你
 1:11 他從前與你沒有~處、但如今
 1:11 處、但如今與你我都有~處．
 1:20 或作~處〕並望你使我的心在
來 4: 2 只是所聽見的道與他們無~、
 7:18 因軟弱無~、所以廢掉了．
12:10 是要我們得~處、使我們在他
13: 9 專心的、從來沒有得著~處。
13:17 愁．若憂愁就與你們無~了。
雅 2:14 有甚麼~處呢．這信心能救他
 2:16 所需用的、這有甚麼~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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