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旨意 圣经(88次)

新约(60次)
福音书(12)
历史书(6)
保罗书信(25)

马太福音(3) 马可福音(1) 路加福音(5) 约翰福音(3)
使徒行传(6)
罗马书(8) 哥林多前书(1) 哥林多后书(2) 加拉太书(1) 以弗所书(6) 腓立比书(0) 歌罗西书(3) 帖
撒罗尼迦前书(2) 帖撒罗尼迦后书(0) 提摩太前书(0) 提摩太后书(2)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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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15) 希伯来书(7) 雅各书(1) 彼得前书(5) 彼得后书(0) 约翰壹书(2)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0)
启示录(2)

律法书(0)
历史书(15)

预言书(2)

约书亚记(0) 士师记(0)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0) 撒母耳记下(0) 列王记上(0) 列王记下(0) 历代
志上(1) 历代志下(0) 以斯拉记(4)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10)

创世纪(0) 出埃及记(0) 利未记(0) 民数记(0) 申命记(0)
旧约(28次)

以赛亚书(3) 耶利米书(3)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0)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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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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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诗歌智慧书(7) 约伯记(3) 诗篇(4) 箴言(0) 传道书(0) 雅歌(0)

代上25: 2 归亚萨指教、遵王的~唱歌。
拉 6:12 我大利乌降这~、当速速遵行
 6:14 亚达薛西的~、建造完毕。
 7:18 用、总要遵着你们　神的~。
10:11 遵行他的~、离绝这些国的民
斯 1:20 所降的~传遍通国、（国度本
 3: 9 请下~灭绝他们．我就捐一万
 3:12 奉亚哈随鲁王的名写~、传与
 3:14 抄录这~、颁行各省、宣告各
 3:15 ~也传遍书珊城。王同哈曼坐
 4: 8 要灭绝犹大人的~交给哈他革
 8: 5 请王另下~废除哈曼所传的那
 8: 5 另下旨意废除哈曼所传的那~
 9:13 明日也照今日的~行、并将哈
 9:14 ~传在书珊．人就把哈曼十个
伯38: 2 的言语、使我的~暗昧不明、
42: 2 事都能作、你的~不能拦阻。
42: 3 使你的~隐藏呢。我所说的、
诗40: 8 我乐意照你的~行．你的律法
103:20 他命令成全他~有大能的天使
107:11 神的话语、藐视至高者的~。
143:10 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因你
赛14:26 这是向全地所定的~．这是向
19:12 万军之耶和华向埃及所定的~
19:17 万军之耶和华向埃及所定的~
耶49:20 和他攻击提幔居民所定的~．
50:45 他攻击迦勒底人之地所定的~
51:29 和华向巴比伦所定的~成立了
太 6:10 愿你的~行在地上、如同行在
 7:21 惟独遵行我天父~的人、才能
12:50 凡遵行我天父~的人、就是我
可 3:35 凡遵行　神~的人、就是我的
路 2: 1 该撒亚古士督有~下来、叫天
 7:30 竟为自己废弃了　神的~。〔
 7:30 的洗竟为自己废弃了　神的~
11: 2 愿你的~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
11: 2 有古卷无愿你的~云云〕
约 4:34 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
 7:17 人若立志遵着他的~行、就必
 9:31 惟有敬奉神遵行他~的、　神
徒13:22 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
13:36 遵行了　神的~、就睡了、〔

13:36 大卫按　神的~服事了他那一
20:27 因为　神的~、我并没有一样
21:14 只说、愿主的~成就便了。
22:14 叫你明白他的~、又得见那义
罗 1:10 或者照　神的~、终能得平坦
 2:18 就晓得　神的~、也能分别是
 8:27 圣灵照着　神的~替圣徒祈求
 8:28 益处、就是按他~被召的人。
 9:11 只因要显明　神拣选人的~、
 9:19 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呢。
12: 2 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
15:32 并叫我顺着　神的~、欢欢喜

林前 1: 1 奉　神~、蒙召作耶稣基督使
林后 1: 1 奉　神~、作基督耶稣使徒的

 8: 5 更照　神的~、先把自己献给
加 1: 4 我们父　神的~为我们的罪舍
弗 1: 1 奉　神~、作基督耶稣使徒的
 1: 9 意、叫我们知道他~的奥秘、
 1:11 万事的、照着他~所预定的．
 3:11 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
 5:17 糊涂人、要明白主的~如何。
 6: 6 仆人、从心里遵行　神的~．
西 1: 1 奉　神~、作基督耶稣使徒的
 1: 9 悟性上、满心知道　神的~．
 4:12 愿你们在　神一切的~上、得

帖前 4: 3 　神的~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
 5:18 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

提后 1: 1 奉　神~、照着在基督耶稣里
 1: 9 乃是按他的~、和恩典．这恩
来 2: 4 　神又按自己的~、用神迹奇
 6:17 格外显明他的~是不更改的、
10: 7 我来了为要照你的~行．我的
10: 9 我来了为要照你的~行．可见
10:10 我们凭这~、靠耶稣基督只一
10:36 使你们行完了　神的~、就可
13:21 叫你们遵行他的~、又借着耶
雅 1:18 他按自己的~、用真道生了我
彼前 2:15 因为　神的~原是要你们行善

 3:17 　神的~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
 4: 2 只从　神的~、在世度余下的
 4:19 所以那照　神~受苦的人、要
 5: 2 按着　神~照管他们．不是出

约壹 2:17 惟独遵行　神~的、是永远常
 5:14 我们若照他的~求什么、他就
启 4:11 万物是因你的~被创造而有的
17:17 遵行他的~、把自己的国给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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