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旨意 聖經(88次)

新約(60次)
福音書(12)
歷史書(6)
保羅書信(25)

馬太福音(3) 馬可福音(1) 路加福音(5) 約翰福音(3)
使徒行傳(6)
羅馬書(8) 哥林多前書(1) 哥林多後書(2) 加拉太書(1) 以弗所書(6) 腓立比書(0) 歌羅西書(3) 帖
撒羅尼迦前書(2) 帖撒羅尼迦後書(0) 提摩太前書(0) 提摩太後書(2)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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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15) 希伯來書(7) 雅各書(1) 彼得前書(5) 彼得後書(0) 約翰壹書(2)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0) 猶大
書(0)
啟示錄(2)

律法書(0)
歷史書(15)

預言書(2)

約書亞記(0) 士師記(0)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0) 撒母耳記下(0) 列王記上(0) 列王記下(0) 歷代
志上(1) 歷代志下(0) 以斯拉記(4)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10)

創世紀(0) 出埃及記(0) 利未記(0) 民數記(0) 申命記(0)
舊約(28次)

以賽亞書(3) 耶利米書(3)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0)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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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6)
詩歌智慧書(7) 約伯記(3) 詩篇(4) 箴言(0) 傳道書(0) 雅歌(0)

代上25: 2 歸亞薩指教、遵王的~唱歌。
拉 6:12 我大利烏降這~、當速速遵行
 6:14 亞達薛西的~、建造完畢。
 7:18 用、總要遵著你們　神的~。
10:11 遵行他的~、離絕這些國的民
斯 1:20 所降的~傳遍通國、（國度本
 3: 9 請下~滅絕他們．我就捐一萬
 3:12 奉亞哈隨魯王的名寫~、傳與
 3:14 抄錄這~、頒行各省、宣告各
 3:15 ~也傳遍書珊城。王同哈曼坐
 4: 8 要滅絕猶大人的~交給哈他革
 8: 5 請王另下~廢除哈曼所傳的那
 8: 5 另下旨意廢除哈曼所傳的那~
 9:13 明日也照今日的~行、並將哈
 9:14 ~傳在書珊．人就把哈曼十個
伯38: 2 的言語、使我的~暗昧不明、
42: 2 事都能作、你的~不能攔阻。
42: 3 使你的~隱藏呢。我所說的、
詩40: 8 我樂意照你的~行．你的律法
103:20 他命令成全他~有大能的天使
107:11 神的話語、藐視至高者的~。
143:10 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因你
賽14:26 這是向全地所定的~．這是向
19:12 萬軍之耶和華向埃及所定的~
19:17 萬軍之耶和華向埃及所定的~
耶49:20 和他攻擊提幔居民所定的~．
50:45 他攻擊迦勒底人之地所定的~
51:29 和華向巴比倫所定的~成立了
太 6:10 願你的~行在地上、如同行在
 7:21 惟獨遵行我天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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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撒亞古士督有~下來、叫天
 7:30 竟為自己廢棄了　神的~。〔
 7:30 的洗竟為自己廢棄了　神的~
11: 2 願你的~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
11: 2 有古卷無願你的~云云〕
約 4:34 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來者的~
 7:17 人若立志遵著他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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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衛按　神的~服事了他那一
20:27 因為　神的~、我並沒有一樣
21:14 只說、願主的~成就便了。
22:14 叫你明白他的~、又得見那義
羅 1:10 或者照　神的~、終能得平坦
 2:18 就曉得　神的~、也能分別是
 8:27 聖靈照著　神的~替聖徒祈求
 8:28 益處、就是按他~被召的人。
 9:11 只因要顯明　神揀選人的~、
 9:19 責人呢．有誰抗拒他的~呢。
12: 2 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
15:32 並叫我順著　神的~、歡歡喜

林前 1: 1 奉　神~、蒙召作耶穌基督使
林後 1: 1 奉　神~、作基督耶穌使徒的

 8: 5 更照　神的~、先把自己獻給
加 1: 4 我們父　神的~為我們的罪捨
弗 1: 1 奉　神~、作基督耶穌使徒的
 1: 9 意、叫我們知道他~的奧祕、
 1:11 萬事的、照著他~所預定的．
 3:11 在我們主基督耶穌裏所定的~
 5:17 糊塗人、要明白主的~如何。
 6: 6 僕人、從心裏遵行　神的~．
西 1: 1 奉　神~、作基督耶穌使徒的
 1: 9 悟性上、滿心知道　神的~．
 4:12 願你們在　神一切的~上、得

帖前 4: 3 　神的~就是要你們成為聖潔
 5:18 在基督耶穌裏向你們所定的~

提後 1: 1 奉　神~、照著在基督耶穌裏
 1: 9 乃是按他的~、和恩典．這恩
來 2: 4 　神又按自己的~、用神蹟奇
 6:17 格外顯明他的~是不更改的、
10: 7 我來了為要照你的~行．我的
10: 9 我來了為要照你的~行．可見
10:10 我們憑這~、靠耶穌基督只一
10:36 使你們行完了　神的~、就可
13:21 叫你們遵行他的~、又藉著耶
雅 1:18 他按自己的~、用真道生了我
彼前 2:15 因為　神的~原是要你們行善

 3:17 　神的~若是叫你們因行善受
 4: 2 只從　神的~、在世度餘下的
 4:19 所以那照　神~受苦的人、要
 5: 2 按著　神~照管他們．不是出

約壹 2:17 惟獨遵行　神~的、是永遠常
 5:14 我們若照他的~求甚麼、他就
啟 4:11 萬物是因你的~被創造而有的
17:17 遵行他的~、把自己的國給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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