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缘故 圣经(145次)

新约(46次)
福音书(18)
历史书(4)
保罗书信(19)

马太福音(8) 马可福音(3) 路加福音(2) 约翰福音(5)
使徒行传(4)
罗马书(5) 哥林多前书(7) 哥林多后书(1) 加拉太书(2) 以弗所书(1) 腓立比书(1) 歌罗西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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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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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5) 希伯来书(1) 雅各书(0) 彼得前书(1) 彼得后书(2) 约翰壹书(0) 约翰贰书(1)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0)
启示录(0)

律法书(23)
历史书(34)

预言书(0)

约书亚记(6) 士师记(2) 路得记(1) 撒母耳记上(5) 撒母耳记下(4) 列王记上(4) 列王记下(6) 历代
志上(2) 历代志下(0)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2) 以斯帖记(2)

创世纪(15) 出埃及记(2) 利未记(1) 民数记(2) 申命记(3)
旧约(99次)

以赛亚书(11) 耶利米书(4)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结书(4) 但以理书(1)
小先知书(8) 何西阿书(0) 约珥书(0) 阿摩司书(0)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3) 弥迦书(2) 那鸿书(1)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1) 撒迦利亚书(1)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21)
诗歌智慧书(13) 约伯记(0) 诗篇(11) 箴言(0) 传道书(2) 雅歌(0)

创 3:17 地必为你的~受咒诅．你必终
 8:21 我不再因人的~咒诅地、（人
12:17 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莱的~
18:26 我就为他们的~、饶恕那地方
18:29 为这四十个的~、我也不作这
18:31 为这二十个的~、我也不毁灭
18:32 为这十个的~、我也不毁灭那
20:11 　神、必为我妻子的~杀我。
20:18 华为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的~
21:11 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很忧愁
26: 7 为利百加的~杀我、因为他容
26:24 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
30:27 和华赐福与我、是为你的~．
39: 5 耶和华就因约瑟的~、赐福与
47:13 因那饥荒的~、都饿昏了。
出18: 8 华为以色列的~向法老和埃及
32:35 耶和华杀百姓的~、是因他们
利26:45 我却要为他们的~、记念我与
民11:29 你为我的~嫉妒人么。惟愿耶
32:17 因这地居民的~、要住在坚固
申 1:37 耶和华为你的~、也向我发怒
 3:26 但耶和华因你们的~向我发怒
 4:21 耶和华又因你们的~、向我发
书 2: 9 并且因你们的~我们都惊慌了
 2:11 因你们的~、并无一人有胆气
 5: 1 的心因以色列人的~就消化了
 5: 4 约书亚行割礼的~、是因为从
 9:24 所以我们为你们的~、甚怕丧
23: 3 因你们的~、向那些国所行的
士 6: 6 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极其
 6: 7 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呼求
得 1:13 我为你们的~、甚是愁苦、因
撒上 4: 6 是什么~呢．随后就知道耶和

 4:14 这喧嚷是什么~呢．那人急忙
17:29 了什么呢．我来岂没有~么。
22:22 的全家丧命、都是因我的~。
23:10 往基伊拉来、为我的~灭城。

撒下 9: 1 我要因约拿单的~向他施恩。
 9: 7 因你父亲约拿单的~施恩与你
18: 5 你们要为我的~、宽待那少年
21: 4 不要因我们的~杀一个以色列

王上11:12 然而因你父亲大卫的~、我不

11:27 他举手攻击王的~、乃由先前
11:32 派中所选择的耶路撒冷城的~
15: 4 因大卫的~、仍使他在耶路撒

王下 8:19 耶和华却因他仆人大卫的~、
 9:14 因为亚兰王哈薛的~、把守基
16:18 又因亚述王的~、将耶和华殿
19:34 因我为自己的~、又为我仆人
19:34 又为我仆人大卫的~、必保护
20: 6 我为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

代上16:21 他们．为他们的~责备君王、
17:19 是因你仆人的~、也是照你的
尼 4: 9 又因他们的~、就派人看守、
 6:13 贿买他的~、是要叫我惧怕、
斯 2:18 王因以斯帖的~给众首领和臣
 4: 5 知道这是什么事、是什么~．
诗 8: 2 你因敌人的~、从婴孩和吃奶
27:11 因我仇敌的~引导我走平坦的
31: 3 所以求你为你名的~、引导我
44:16 音、又因仇敌和报仇人的~。
44:22 我们为你的~终日被杀、人看
69: 7 因我为你的~受了辱骂、满面
79: 9 为你名的~、搭救我们、赦免
105:14 们、为他们的~、责备君王、
122: 8 因我弟兄和同伴的~、我要说
122: 9 因耶和华我们　神殿的~、我
132:10 求你因你仆人大卫的~、不要
传 3:18 这乃为世人的~、是　神要试
 7:10 是什么~呢．你这样问、不是
赛10:27 那轭也必因肥壮的~撑断。〔
10:27 断。〔或作因膏油的~毁坏〕
37:35 因我为自己的~、又为我仆人
37:35 又为我仆人大卫的~、必保护
42:21 耶和华因自己公义的~、喜欢
43:14 因你们的~、我已经打发人到
43:25 有我为自己的~涂抹你的过犯
45: 4 我所拣选以色列的~、我就提
48:11 我为自己的~必行这事、我焉
63:17 仆人为你产业支派的~转回来
65: 8 我因我仆人的~也必照样而行
耶 3: 8 我为这~给他休书休他．我看
14: 7 还求你为你名的~行事．我们
14:21 求你为你名的~、不厌恶我们

15:15 要知道我为你的~、受了凌辱
哀 2:14 示、和使你被赶出本境的~。
结20: 9 我却为我名的~没有这样行、
20:14 我却为我名的~没有这样行、
20:22 我却为我名的~缩手没有这样
20:44 我为我名的~、不照着你们的
但 8:12 因罪过的~、有军旅和常献的
拿 1: 7 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
 1: 8 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你
 1:12 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
弥 3:12 所以因你们的~、锡安必被耕
 7:13 这地因居民的~、又因他们行
鸿 3:11 并因仇敌的~寻求避难所。
该 1:10 所以为你们的~、天就不降甘
亚 8:10 且因敌人的~、出入之人、不
太 5:32 若不是为淫乱的~、就是叫他
10:18 并且你们要为我的~、被送到
14: 3 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
19: 3 人无论什么~、都可以休妻么
19: 9 若不是为淫乱的~、就是犯奸
19:12 并有为天国的~自阉的．这话
26:31 今夜你们为我的~、都要跌倒
26:33 众人虽然为你的~跌倒、我却
可 5: 9 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
 6:17 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
13: 9 又为我的~、站在诸侯与君王
路 3:19 因他兄弟之妻希罗底的~、并
 8:47 把摸他的~、和怎样立刻得好
约11:15 这是为你们的~、好叫你们相
12: 9 不但是为耶稣的~、也是要看
12:11 为拉撒路的~、回去信了耶稣
12:42 只因法利赛人的~、就不承认
17:19 我为他们的~、自己分别为圣
徒 4:21 官长为百姓的~、想不出法子
10:21 找的人．你们来是为什么~。
22:24 向他这样喧嚷、是为什么~。
23:28 因要知道他们告他的~、我就
罗 8:36 我们为你的~、终日被杀．人
 9:32 这是什么~呢．是因为他们不
11:28 他们为你们的~是仇敌．就着
11:28 他们为列祖的~是蒙爱的。
13: 6 也为这个~．因他们是　神的

aBibleTool v0.94.2008.10 1 缘故 yuán gù

http://www.abibletool.com


缘故 yuán gù

林前 4: 6 我为你们的~、拿这些事转比
 4:10 我们为基督的~算是愚拙的、
 9:23 都是为福音的~、为要与人同
10:25 不要为良心的~问什么话．
10:27 不要为良心的~问什么话。
10:28 的人、并为良心的~、不吃。
11:10 女人为天使的~、应当在头上

林后12:10 我为基督的~、就以软弱、凌
加 1:24 他们就为我的~、归荣耀给
 4:14 你们为我身体的~受试炼、没
弗 5:31 为这个~、人要离开父母、与
腓 1:13 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
帖前 1: 5 里、为你们的~是怎样为人。
提后 1:12 为这~、我也受这些苦难．然
来 3:19 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了。
彼前 2:13 你们为主的~、要顺服人的一
彼后 1: 5 正因这~、你们要分外的殷勤

 2: 2 叫真道、因他们的~被毁谤。
约贰 1: 2 爱你们是为真理的~、这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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