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要 圣经(105次)

新约(50次)
福音书(18)
历史书(2)
保罗书信(26)

马太福音(5) 马可福音(5) 路加福音(6) 约翰福音(2)
使徒行传(2)
罗马书(4) 哥林多前书(4) 哥林多后书(1) 加拉太书(1) 以弗所书(2) 腓立比书(4) 歌罗西书(1) 帖
撒罗尼迦前书(0) 帖撒罗尼迦后书(0) 提摩太前书(8) 提摩太后书(1)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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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4) 希伯来书(0) 雅各书(1) 彼得前书(2) 彼得后书(0) 约翰壹书(0)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1) 犹大
书(0)
启示录(0)

律法书(30)
历史书(15)

预言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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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4) 出埃及记(0) 利未记(7) 民数记(14) 申命记(5)
旧约(55次)

以赛亚书(0) 耶利米书(2)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1)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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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西番雅书(1)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3)
诗歌智慧书(5) 约伯记(3) 诗篇(0) 箴言(1) 传道书(1) 雅歌(0)

创24:41 ~你到了我本族那里、我使你
33:15 ~在我主眼前蒙恩就是了。
34:12 给你们、~把女子给我为妻。
34:23 ~依从他们、他们就与我们同
利10: 6 ~你们的弟兄以色列全家、为
19:14 ~敬畏你的　神．我是耶和华
19:15 ~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
25:17 ~敬畏你们的　神、因为我是
25:36 ~敬畏你的　神、使你的弟兄
25:43 地辖管他．~敬畏你的　神。
27:32 每第十~归给耶和华为圣。
民 1:50 ~派利未人管法柜的帐幕和其
 8:26 ~在会幕里、和他们的弟兄一
22:20 你~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
22:35 你~说我对你说的话．于是巴
28:21 羊羔、每~献伊法十分之一．
28:27 ~将公牛犊两只、公绵羊一只
28:29 羊羔、每~献伊法十分之一．
29: 4 羊羔、每~献伊法十分之一。
29: 8 ~将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
29:10 那七只羊羔每~献伊法十分之
29:14 十三只公牛每~献伊法十分之
29:14 公羊、每~献伊法十分之二．
29:15 羊羔、每~献伊法十分之一．
29:36 ~将公牛一只、公羊一只、没
申 2:28 水给我喝、~容我步行过去．
 4: 9 你~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
10:12 ~你敬畏耶和华你的　神、遵
20:17 ~照耶和华你　神所吩咐的、
22:25 与他行淫、~将那男子治死。
书 1: 7 ~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
 1:18 就必治死他。你~刚强壮胆。
 7: 3 ~二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艾
22: 5 ~切切的谨慎遵行耶和华仆人
23: 8 ~照着你们到今日所行的、专
士15:13 ~将你捆绑交在非利士人手中
撒上12:20 偏离耶和华、~尽心事奉他。

12:24 ~你们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
18:17 ~你为我奋勇、为耶和华争战
18:25 ~一百非利士人的阳皮、好在

撒下19:36 仆人~送王过约但河．王何必
王上17:13 ~先为我作一个小饼、拿来给

22:31 们争战、~与以色列王争战．
代下18:30 们争战、~与以色列王争战。

30: 8 ~归顺耶和华、进入他的圣所
伯 2: 6 在你手中．~存留他的性命。
 9:15 答他．~向那审判我的恳求。
14:14 我~在我一切争战的日子、等
箴23:17 妒罪人．~终日敬畏耶和华。
传 5: 7 中多有虚幻．你~敬畏　神。
耶 3:13 ~承认你的罪孽、就是你违背
17:22 ~以安息日为圣日、正如我所
结14:11 ~作我的子民、我作他们的
弥 6: 8 ~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
番 3: 7 你~敬畏我、领受训诲．如此
太 6:20 ~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
 8: 4 ~去把身体给祭司察看、献上
 8: 8 ~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
21:22 论求什么、~信、就必得着。
26:39 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
可 1:44 ~去把身体给祭司察看、又因
 5:36 管会堂的说、不要怕．~信。
 6: 9 ~穿鞋．也不要穿两件褂子。
11:24 ~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
14:36 从我的意思、~从你的意思。
路 5:14 ~去把身体给祭司察看、又要
 7: 7 ~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
 8:50 ~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
11:41 ~把里面的施舍给人、凡物于
12:31 你们~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
22:42 我的意思、~成就你的意思。
约13:10 ~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
19:24 ~拈阄、看谁得着．这要应验
徒15:20 ~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
20:24 ~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
罗11:22 ~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
12: 2 ~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
12:14 们祝福．~祝福、不可咒诅。
13: 3 你~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

林前 1:10 分党．~一心一意彼此相合。
 7:17 ~照主所分给各人的、和　神
 7:19 么、~守　神的诫命就是了。
16:11 ~送他平安前行、叫他到我这

林后10:13 ~照　神所量给我们的界限、

加 3: 2 我~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
弗 4:29 ~随事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
 6: 4 ~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
腓 1:20 ~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
 1:27 ~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
 2: 3 ~存心谦卑、各人看别人比自
 4: 6 ~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
西 1:23 ~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
提前 1: 8 法原是好的、~人用得合宜．

 2:10 ~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
 2:12 也不许他辖管男人、~沉静。
 3: 3 ~温和、不争竞、不贪财．
 3:12 执事~作一个妇人的丈夫、好
 5: 1 ~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
 6: 8 ~有衣有食、就当知足。
 6:17 ~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

提后 2:24 ~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
雅 1: 6 ~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
彼前 3: 4 ~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

 3:15 ~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
约叁 1:11 ~效法善。行善的属乎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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