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緣故 聖經(145次)

新約(46次)
福音書(18)
歷史書(4)
保羅書信(19)

馬太福音(8) 馬可福音(3) 路加福音(2) 約翰福音(5)
使徒行傳(4)
羅馬書(5) 哥林多前書(7) 哥林多後書(1) 加拉太書(2) 以弗所書(1) 腓立比書(1) 歌羅西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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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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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5) 希伯來書(1) 雅各書(0) 彼得前書(1) 彼得後書(2) 約翰壹書(0) 約翰贰書(1) 約翰叁書(0) 猶大
書(0)
啟示錄(0)

律法書(23)
歷史書(34)

預言書(0)

約書亞記(6) 士師記(2) 路得記(1) 撒母耳記上(5) 撒母耳記下(4) 列王記上(4) 列王記下(6) 歷代
志上(2) 歷代志下(0)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2) 以斯帖記(2)

創世紀(15) 出埃及記(2) 利未記(1) 民數記(2) 申命記(3)
舊約(99次)

以賽亞書(11) 耶利米書(4)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結書(4) 但以理書(1)
小先知書(8) 何西阿書(0) 約珥書(0) 阿摩司書(0)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3) 彌迦書(2) 那鴻書(1)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1) 撒迦利亞書(1)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21)
詩歌智慧書(13) 約伯記(0) 詩篇(11) 箴言(0) 傳道書(2) 雅歌(0)

創 3:17 地必為你的~受咒詛．你必終
 8:21 我不再因人的~咒詛地、（人
12:17 耶和華因亞伯蘭妻子撒萊的~
18:26 我就為他們的~、饒恕那地方
18:29 為這四十個的~、我也不作這
18:31 為這二十個的~、我也不毀滅
18:32 為這十個的~、我也不毀滅那
20:11 　神、必為我妻子的~殺我。
20:18 華為亞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的~
21:11 亞伯拉罕因他兒子的~很憂愁
26: 7 為利百加的~殺我、因為他容
26:24 並要為我僕人亞伯拉罕的~、
30:27 和華賜福與我、是為你的~．
39: 5 耶和華就因約瑟的~、賜福與
47:13 因那饑荒的~、都餓昏了。
出18: 8 華為以色列的~向法老和埃及
32:35 耶和華殺百姓的~、是因他們
利26:45 我卻要為他們的~、記念我與
民11:29 你為我的~嫉妒人麼。惟願耶
32:17 因這地居民的~、要住在堅固
申 1:37 耶和華為你的~、也向我發怒
 3:26 但耶和華因你們的~向我發怒
 4:21 耶和華又因你們的~、向我發
書 2: 9 並且因你們的~我們都驚慌了
 2:11 因你們的~、並無一人有膽氣
 5: 1 的心因以色列人的~就消化了
 5: 4 約書亞行割禮的~、是因為從
 9:24 所以我們為你們的~、甚怕喪
23: 3 因你們的~、向那些國所行的
士 6: 6 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極其
 6: 7 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呼求
得 1:13 我為你們的~、甚是愁苦、因
撒上 4: 6 是甚麼~呢．隨後就知道耶和

 4:14 這喧嚷是甚麼~呢．那人急忙
17:29 了甚麼呢．我來豈沒有~麼。
22:22 的全家喪命、都是因我的~。
23:10 往基伊拉來、為我的~滅城。

撒下 9: 1 我要因約拿單的~向他施恩。
 9: 7 因你父親約拿單的~施恩與你
18: 5 你們要為我的~、寬待那少年
21: 4 不要因我們的~殺一個以色列

王上11:12 然而因你父親大衛的~、我不

11:27 他舉手攻擊王的~、乃由先前
11:32 派中所選擇的耶路撒冷城的~
15: 4 因大衛的~、仍使他在耶路撒

王下 8:19 耶和華卻因他僕人大衛的~、
 9:14 因為亞蘭王哈薛的~、把守基
16:18 又因亞述王的~、將耶和華殿
19:34 因我為自己的~、又為我僕人
19:34 又為我僕人大衛的~、必保護
20: 6 我為自己和我僕人大衛的~、

代上16:21 他們．為他們的~責備君王、
17:19 是因你僕人的~、也是照你的
尼 4: 9 又因他們的~、就派人看守、
 6:13 賄買他的~、是要叫我懼怕、
斯 2:18 王因以斯帖的~給眾首領和臣
 4: 5 知道這是甚麼事、是甚麼~．
詩 8: 2 你因敵人的~、從嬰孩和吃奶
27:11 因我仇敵的~引導我走平坦的
31: 3 所以求你為你名的~、引導我
44:16 音、又因仇敵和報仇人的~。
44:22 我們為你的~終日被殺、人看
69: 7 因我為你的~受了辱罵、滿面
79: 9 為你名的~、搭救我們、赦免
105:14 們、為他們的~、責備君王、
122: 8 因我弟兄和同伴的~、我要說
122: 9 因耶和華我們　神殿的~、我
132:10 求你因你僕人大衛的~、不要
傳 3:18 這乃為世人的~、是　神要試
 7:10 是甚麼~呢．你這樣問、不是
賽10:27 那軛也必因肥壯的~撐斷。〔
10:27 斷。〔或作因膏油的~毀壞〕
37:35 因我為自己的~、又為我僕人
37:35 又為我僕人大衛的~、必保護
42:21 耶和華因自己公義的~、喜歡
43:14 因你們的~、我已經打發人到
43:25 有我為自己的~塗抹你的過犯
45: 4 我所揀選以色列的~、我就提
48:11 我為自己的~必行這事、我焉
63:17 僕人為你產業支派的~轉回來
65: 8 我因我僕人的~也必照樣而行
耶 3: 8 我為這~給他休書休他．我看
14: 7 還求你為你名的~行事．我們
14:21 求你為你名的~、不厭惡我們

15:15 要知道我為你的~、受了凌辱
哀 2:14 示、和使你被趕出本境的~。
結20: 9 我卻為我名的~沒有這樣行、
20:14 我卻為我名的~沒有這樣行、
20:22 我卻為我名的~縮手沒有這樣
20:44 我為我名的~、不照著你們的
但 8:12 因罪過的~、有軍旅和常獻的
拿 1: 7 看看這災臨到我們是因誰的~
 1: 8 這災臨到我們是因誰的~．你
 1:12 你們遭這大風、是因我的~。
彌 3:12 所以因你們的~、錫安必被耕
 7:13 這地因居民的~、又因他們行
鴻 3:11 並因仇敵的~尋求避難所。
該 1:10 所以為你們的~、天就不降甘
亞 8:10 且因敵人的~、出入之人、不
太 5:32 若不是為淫亂的~、就是叫他
10:18 並且你們要為我的~、被送到
14: 3 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羅底的~
19: 3 人無論甚麼~、都可以休妻麼
19: 9 若不是為淫亂的~、就是犯姦
19:12 並有為天國的~自閹的．這話
26:31 今夜你們為我的~、都要跌倒
26:33 眾人雖然為你的~跌倒、我卻
可 5: 9 我名叫群、因為我們多的~。
 6:17 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羅底的~
13: 9 又為我的~、站在諸侯與君王
路 3:19 因他兄弟之妻希羅底的~、並
 8:47 把摸他的~、和怎樣立刻得好
約11:15 這是為你們的~、好叫你們相
12: 9 不但是為耶穌的~、也是要看
12:11 為拉撒路的~、回去信了耶穌
12:42 只因法利賽人的~、就不承認
17:19 我為他們的~、自己分別為聖
徒 4:21 官長為百姓的~、想不出法子
10:21 找的人．你們來是為甚麼~。
22:24 向他這樣喧嚷、是為甚麼~。
23:28 因要知道他們告他的~、我就
羅 8:36 我們為你的~、終日被殺．人
 9:32 這是甚麼~呢．是因為他們不
11:28 他們為你們的~是仇敵．就著
11:28 他們為列祖的~是蒙愛的。
13: 6 也為這個~．因他們是　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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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 4: 6 我為你們的~、拿這些事轉比
 4:10 我們為基督的~算是愚拙的、
 9:23 都是為福音的~、為要與人同
10:25 不要為良心的~問甚麼話．
10:27 不要為良心的~問甚麼話。
10:28 的人、並為良心的~、不吃。
11:10 女人為天使的~、應當在頭上

林後12:10 我為基督的~、就以軟弱、凌
加 1:24 他們就為我的~、歸榮耀給
 4:14 你們為我身體的~受試煉、沒
弗 5:31 為這個~、人要離開父母、與
腓 1:13 中、已經顯明是為基督的~。
帖前 1: 5 裏、為你們的~是怎樣為人。
提後 1:12 為這~、我也受這些苦難．然
來 3:19 入安息、是因為不信的~了。
彼前 2:13 你們為主的~、要順服人的一
彼後 1: 5 正因這~、你們要分外的殷勤

 2: 2 叫真道、因他們的~被毀謗。
約貳 1: 2 愛你們是為真理的~、這真理

aBibleTool v0.94.2008.10 2 緣故 yuán gù

http://www.abibletoo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