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愿意 圣经(122次)

新约(97次)
福音书(32)
历史书(7)
保罗书信(46)

马太福音(13) 马可福音(4) 路加福音(10) 约翰福音(5)
使徒行传(7)
罗马书(12) 哥林多前书(14) 哥林多后书(5) 加拉太书(4) 以弗所书(0) 腓立比书(1) 歌罗西书(2) 
帖撒罗尼迦前书(5) 帖撒罗尼迦后书(0) 提摩太前书(2) 提摩太后书(0) 提多书(0) 腓利门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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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10) 希伯来书(4) 雅各书(2) 彼得前书(1) 彼得后书(0) 约翰壹书(0) 约翰贰书(1) 约翰叁书(2) 犹大
书(0)
启示录(2)

律法书(10)
历史书(9)

预言书(2)

约书亚记(1) 士师记(0)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0) 撒母耳记下(2) 列王记上(3) 列王记下(0) 历代
志上(0) 历代志下(1)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2)

创世纪(1) 出埃及记(2) 利未记(0) 民数记(3) 申命记(4)
旧约(2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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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1)
诗歌智慧书(4) 约伯记(1) 诗篇(2) 箴言(1) 传道书(0) 雅歌(0)

创38:17 以先、你~给我一个当头么。
出 4:13 你~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
21: 5 的妻子儿女、不~自由出去．
民 9:14 ~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要照
15: 3 若~从牛群、羊群、中取牛羊
15:14 ~将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
申15:16 我不~离开你、是因他爱你和
18: 6 一心~到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
25: 7 那人若不~娶他哥哥的妻、他
25: 8 他若执意说、我不~娶他．
书24:22 吧。他们说、我们~作见证。
撒下 3:17 从前你们~大卫作王治理你们

24:13 你~国中有七年的饥荒呢．是
王上 9: 1 并一切所~建造的、都完毕了

13:33 凡~的、他都分别为圣、立为
21: 6 或是你~、我就把别的葡萄园

代下 8: 6 自己治理的全国中所~建造的
斯 5: 8 王若~赐我所要的、准我所求
 8: 5 现今王若~、我若在王眼前蒙
伯 9: 3 若~与他争辩、千中之一也不
诗132:13 了锡安、~当作自己的居所、
132:14 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的。
箴13:12 所~的临到、却是生命树。
但 8:15 ~明白其中的意思、忽有一位
何 4: 8 的赎罪祭、满心~我民犯罪。
太 1:19 不~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
 7:12 你们~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
11:27 除了子和子所~指示的、没有
12:38 我们~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
15:32 我不~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
17: 4 你若~、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
18:14 也是这样不~这小子里失丧一
19:21 你若~作完全人、可去变卖你
20:14 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的。
23:37 我多次~聚集你的儿女、好像
23:37 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
26:15 你们~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
26:41 你们心灵固然~、肉体却软弱
可 7:24 不~人知道、却隐藏不住。
 9:30 过加利利．耶稣不~人知道。
 9:35 若有人~作首先的、他必作众
14:38 你们心灵固然~、肉体却软弱

路 4: 6 交付我的、我~给谁就给谁。
 6:31 你们~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
10:22 除了子和子所~指示的、没有
12:49 着起来、不也是我所~的么。
13:34 我多次~聚集你的儿女、好像
13:34 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
19:14 我们不~这个人作我们的王。
22:15 我很~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
22:42 你若~、就把这杯撤去．然而
23:20 彼拉多~释放耶稣、就又劝解
约12:21 他说、先生、我们~见耶稣。
13:37 不能跟你去．我~为你舍命。
13:38 你~为我舍命么．我实实在在
15: 7 凡你们所~的、祈求就给你们
21:18 束上、带你到不~去的地方。
徒17:20 我们~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
18:15 办吧．这样的事我不~审问。
21:13 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的。
25: 9 你~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听
25:20 你~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为
28:18 就~释放我．因为在我身上、
28:22 但我们~听你的意见如何．因
罗 1:13 我不~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
 7:15 我所~的、我并不作．我所恨
 7:16 是我所不~的、我就应承律法
 7:19 我所~的善、我反不作．我所
 7:19 我所不~的恶、我倒去作。
 7:20 若我去作所不~作的、就不是
 7:21 就是我~为善的时候、便有恶
 8:20 不是自己~、乃是因那叫他如
 9: 3 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
11:25 我不~你们不知道这奥秘、（
13: 3 你~不惧怕掌权的么．你只要
16:19 但我~你们在善上聪明、在恶

林前 4: 8 我~你们果真作王、叫我们也
 4:21 你们~怎么样呢．是愿意我带
 4:21 是~我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
 7: 7 我~众人像我一样．只是各人
 7:28 苦难．我却~你们免这苦难。
10: 1 我不~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
10:20 　神．我不~你们与鬼相交。
10:27 你们若~去、凡摆在你们面前

11: 3 我~你们知道、基督是各人的
12: 1 的恩赐、我不~你们不明白。
14: 5 我~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
14: 5 更~你们作先知讲道．因为说
16: 7 我如今不~路过见你们．主若
16:12 但这时他决不~去．几时有了

林后 5: 4 并非~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
 5: 4 乃是~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
 5: 8 是更~离开身体与主同住。
10:13 我们不~分外夸口、只要照
12: 6 我就是~夸口、也不算狂．因
加 2:10 只是~我们记念穷人．这也是
 4:21 你们这~在律法以下的人、请
 5:17 敌、使你们不能作所~作的。
 6:13 他们~你们受割礼、不过要借
腓 1:12 我~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
西 1:27 　神~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
 2: 1 我~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

帖前 2: 8 不但~将　神的福音给你们、
 2: 8 连自己的性命也~给你们、因
 2:17 的想法子、很~见你们的面．
 3: 1 能再忍、就~独自等在雅典．
 4:13 我们不~弟兄们不知道、恐怕

提前 2: 4 他~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5:14 所以我~年轻的寡妇嫁人、生
门 1:14 我就不~这样行、叫你的善行
来 6:17 　神~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
10: 5 祭物和礼物是你不~的、你曾
10: 8 是你不~的、也是你不喜欢的
13:18 心无亏、~凡事按正道而行。
雅 2:20 你~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
 4:15 主若~、我们就可以活着、也

彼前 1:12 天使也~详细察看这些事。
约贰 1:12 却不~用纸墨写出来．但盼望
约叁 1:10 有人~接待、他也禁止、并且

 1:13 给你、却不~用笔墨写给你．
启 9: 6 得死．~死、死却远避他们。
22:17 ~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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