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要 聖經(105次)

新約(50次)
福音書(18)
歷史書(2)
保羅書信(26)

馬太福音(5) 馬可福音(5) 路加福音(6) 約翰福音(2)
使徒行傳(2)
羅馬書(4) 哥林多前書(4) 哥林多後書(1) 加拉太書(1) 以弗所書(2) 腓立比書(4) 歌羅西書(1) 帖
撒羅尼迦前書(0) 帖撒羅尼迦後書(0) 提摩太前書(8) 提摩太後書(1)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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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4) 希伯來書(0) 雅各書(1) 彼得前書(2) 彼得後書(0) 約翰壹書(0)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1) 猶大
書(0)
啟示錄(0)

律法書(30)
歷史書(15)

預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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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紀(4) 出埃及記(0) 利未記(7) 民數記(14) 申命記(5)
舊約(5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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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先知書(3)
詩歌智慧書(5) 約伯記(3) 詩篇(0) 箴言(1) 傳道書(1) 雅歌(0)

創24:41 ~你到了我本族那裏、我使你
33:15 ~在我主眼前蒙恩就是了。
34:12 給你們、~把女子給我為妻。
34:23 ~依從他們、他們就與我們同
利10: 6 ~你們的弟兄以色列全家、為
19:14 ~敬畏你的　神．我是耶和華
19:15 ~按著公義審判你的鄰舍。
25:17 ~敬畏你們的　神、因為我是
25:36 ~敬畏你的　神、使你的弟兄
25:43 地轄管他．~敬畏你的　神。
27:32 每第十~歸給耶和華為聖。
民 1:50 ~派利未人管法櫃的帳幕和其
 8:26 ~在會幕裏、和他們的弟兄一
22:20 你~遵行我對你所說的話。
22:35 你~說我對你說的話．於是巴
28:21 羊羔、每~獻伊法十分之一．
28:27 ~將公牛犢兩隻、公綿羊一隻
28:29 羊羔、每~獻伊法十分之一．
29: 4 羊羔、每~獻伊法十分之一。
29: 8 ~將公牛犢一隻、公綿羊一隻
29:10 那七隻羊羔每~獻伊法十分之
29:14 十三隻公牛每~獻伊法十分之
29:14 公羊、每~獻伊法十分之二．
29:15 羊羔、每~獻伊法十分之一．
29:36 ~將公牛一隻、公羊一隻、沒
申 2:28 水給我喝、~容我步行過去．
 4: 9 你~謹慎、殷勤保守你的心靈
10:12 ~你敬畏耶和華你的　神、遵
20:17 ~照耶和華你　神所吩咐的、
22:25 與他行淫、~將那男子治死。
書 1: 7 ~剛強、大大壯膽、謹守遵行
 1:18 就必治死他。你~剛強壯膽。
 7: 3 ~二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艾
22: 5 ~切切的謹慎遵行耶和華僕人
23: 8 ~照著你們到今日所行的、專
士15:13 ~將你捆綁交在非利士人手中
撒上12:20 偏離耶和華、~盡心事奉他。

12:24 ~你們敬畏耶和華、誠誠實實
18:17 ~你為我奮勇、為耶和華爭戰
18:25 ~一百非利士人的陽皮、好在

撒下19:36 僕人~送王過約但河．王何必
王上17:13 ~先為我作一個小餅、拿來給

22:31 們爭戰、~與以色列王爭戰．
代下18:30 們爭戰、~與以色列王爭戰。

30: 8 ~歸順耶和華、進入他的聖所
伯 2: 6 在你手中．~存留他的性命。
 9:15 答他．~向那審判我的懇求。
14:14 我~在我一切爭戰的日子、等
箴23:17 妒罪人．~終日敬畏耶和華。
傳 5: 7 中多有虛幻．你~敬畏　神。
耶 3:13 ~承認你的罪孽、就是你違背
17:22 ~以安息日為聖日、正如我所
結14:11 ~作我的子民、我作他們的
彌 6: 8 ~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
番 3: 7 你~敬畏我、領受訓誨．如此
太 6:20 ~積儹財寶在天上、天上沒有
 8: 4 ~去把身體給祭司察看、獻上
 8: 8 ~你說一句話、我的僕人就必
21:22 論求甚麼、~信、就必得著。
26:39 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
可 1:44 ~去把身體給祭司察看、又因
 5:36 管會堂的說、不要怕．~信。
 6: 9 ~穿鞋．也不要穿兩件褂子。
11:24 ~信是得著的、就必得著。
14:36 從我的意思、~從你的意思。
路 5:14 ~去把身體給祭司察看、又要
 7: 7 ~你說一句話、我的僕人就必
 8:50 ~信、你的女兒就必得救。
11:41 ~把裏面的施捨給人、凡物於
12:31 你們~求他的國、這些東西就
22:42 我的意思、~成就你的意思。
約13:10 ~把腳一洗、全身就乾淨了．
19:24 ~拈鬮、看誰得著．這要應驗
徒15:20 ~寫信、吩咐他們禁戒偶像的
20:24 ~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從主
羅11:22 ~你長久在他的恩慈裏．不然
12: 2 ~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
12:14 們祝福．~祝福、不可咒詛。
13: 3 你~行善、就可得他的稱讚．

林前 1:10 分黨．~一心一意彼此相合。
 7:17 ~照主所分給各人的、和　神
 7:19 麼、~守　神的誡命就是了。
16:11 ~送他平安前行、叫他到我這

林後10:13 ~照　神所量給我們的界限、

加 3: 2 我~問你們這一件、你們受了
弗 4:29 ~隨事說造就人的好話、叫聽
 6: 4 ~照著主的教訓和警戒、養育
腓 1:20 ~凡事放膽．無論是生、是死
 1:27 ~你們行事為人與基督的福音
 2: 3 ~存心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
 4: 6 ~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
西 1:23 ~你們在所信的道上恆心、根
提前 1: 8 法原是好的、~人用得合宜．

 2:10 ~有善行．這才與自稱是敬
 2:12 也不許他轄管男人、~沉靜。
 3: 3 ~溫和、不爭競、不貪財．
 3:12 執事~作一個婦人的丈夫、好
 5: 1 ~勸他如同父親．勸少年人如
 6: 8 ~有衣有食、就當知足。
 6:17 ~倚靠那厚賜百物給我們享受

提後 2:24 ~溫溫和和的待眾人、善於教
雅 1: 6 ~憑著信心求、一點不疑惑．
彼前 3: 4 ~以裏面存著長久溫柔安靜的

 3:15 ~心裏尊主基督為聖．有人問
約參 1:11 ~效法善。行善的屬乎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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