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 聖經(101次)

新約(24次)
福音書(15)
歷史書(1)
保羅書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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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法書(14)
歷史書(25)

預言書(6)

約書亞記(1) 士師記(5)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0) 撒母耳記下(1) 列王記上(1) 列王記下(6) 歷代
志上(1) 歷代志下(0) 以斯拉記(3) 尼希米記(7) 以斯帖記(0)

創世紀(0) 出埃及記(3) 利未記(4) 民數記(3) 申命記(4)
舊約(77次)

以賽亞書(2) 耶利米書(25)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2)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3) 何西阿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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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29)
詩歌智慧書(6) 約伯記(1) 詩篇(3) 箴言(1) 傳道書(0) 雅歌(1)

出 4: 4 拿住他的尾~、他必在你手中
16: 3 ~不得我們早死在埃及地耶和
29:22 和肥尾~、並蓋臟的脂油、與
利 3: 9 和整肥尾~、都要在靠近脊骨
 7: 3 又要將肥尾~、和蓋臟的脂油
 8:25 和肥尾~、並臟上一切的脂油
 9:19 肥尾~、並蓋臟的脂油、與腰
民14: 2 ~不得我們早死在埃及地、或
25: 3 以色列人與~力毗珥連合、耶
25: 5 有與~力毗珥連合的、你們各
申 4: 3 耶和華因~力毗珥的事所行的
 4: 3 凡隨從~力毗珥的人、耶和華
28:67 ~不得到晚上才好、晚上必說
28:67 上必說、~不得到早晨才好。
書13: 5 還有迦~勒人之地、並向日出
士 8:33 以~力比利土為他們的神。
 9: 4 就從~力比利土的廟中、取了
 9:46 就躲入~力比利土廟的衛所。
15: 4 將狐狸尾~一對一對地捆上、
15: 4 將火把捆在兩條尾~中間、

撒下16: 1 波設的僕人洗~拉著備好了的
王上 5:18 並迦~勒人、都將石頭鑿好、
王下 1: 2 你們去問以革倫的神~力西卜

 1: 3 你們去問以革倫神~力西卜、
 1: 6 你差人去問以革倫神~力西卜
 1:16 你差人去問以革倫神~力西卜
 5: 3 ~不得我主人去見撒瑪利亞的
20:12 的兒子比羅達~拉但聽見希西

代上24:13 第十三是胡~、第十四是耶是
拉 2: 3 ~錄的子孫、二千一百七十二
 8: 3 屬~錄的後裔、就是示迦尼的
10:25 以色列人~錄的子孫中、有拉
尼 3:20 其次是薩拜的兒子~錄、竭力
 3:25 其次是~錄的兒子毗大雅修造
 7: 8 ~錄的子孫、二千一百七十二
10: 6 但以理、近頓、~錄、
10:14 就是~錄、巴哈摩押、以攔、
11: 5 又有~錄的兒子瑪西雅、巴錄
11: 5 ~錄是谷何西的兒子、谷何西
伯40:17 他搖動尾~如香柏樹．他大腿
詩38:13 如聾子不聽、像啞~不開口。
83: 7 迦~勒、亞捫、和亞瑪力、非

106:28 他們又與~力毗珥連合、且吃
箴31: 8 你當為啞~〔或作不能自辯的
歌 8: 1 ~不得你像我的兄弟、像吃我
賽35: 6 啞~的舌頭必能歌唱．在曠野
56:10 都是啞~狗、不能叫喚．但知
耶32:12 西雅的孫子尼利亞的兒子~錄
32:13 們眾人眼前、我囑咐~錄說、
32:16 契交給尼利亞的兒子~錄以後
36: 4 利米召了尼利亞的兒子~錄來
36: 4 ~錄就從耶利米口中、將耶和
36: 5 耶利米吩咐~錄說、我被拘管
36: 8 尼利亞的兒子~錄就照先知耶
36:10 ~錄就在耶和華殿的上院、耶
36:13 就是~錄向百姓念那書的時候
36:14 尼探雅的兒子猶底到~錄那裏
36:14 尼利亞的兒子~錄就手拿書卷
36:15 我們聽．~錄就念給他們聽。
36:16 對~錄說、我們必須將這一切
36:17 他們問~錄說、請你告訴我們
36:18 ~錄回答說、他用口向我說這
36:19 眾首領對~錄說、你和耶利米
36:26 去捉拿文士~錄、和先知耶利
36:27 其上有~錄從耶利米口中所寫
36:32 交給尼利亞的兒子文士~錄、
38: 1 瑪基雅的兒子~示戶珥聽見耶
43: 3 尼利亞的兒子~錄挑唆你害我
43: 5 米、以及尼利亞的兒子~錄、
45: 1 尼利亞的兒子~錄將先知耶利
45: 2 ~錄阿、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
45: 3 ~錄〔原文作你〕曾說、哀哉
結27: 9 迦~勒的老者、和聰明人、都
30: 5 並古~人、以及同盟之地的人
何 9:10 他們卻來到~力毗珥專拜那可
哈 2:18 製造者倚靠這啞~偶像、有甚
 2:19 對啞~石像說、起來、那人有
太 9:32 有人將鬼所附的一個啞~、帶
 9:33 啞~就說出話來．眾人都希奇
12:22 甚至那啞~又能說話、又能看
15:30 啞~、有殘疾的、和好些別的
15:31 因為看見啞~說話殘疾的痊癒
27:46 拉馬撒~各大尼．就是說、我
可 7:37 們聽見、啞~也叫他們說話。

 9:17 你這裏來、他被啞~鬼附著．
15:34 拉馬撒~各大尼．翻出來、就
路 1:20 你必啞~不能說話、直到這事
 1:22 向他們打手式、竟成了啞~。
11:14 耶穌趕出一個叫人啞~的鬼．
11:14 啞~就說出話來．眾人都希奇
17:22 你們~不得看見人子的一個日
19:42 ~不得你在這日子、知道關係
徒20:16 ~不得趕五旬節能到耶路撒冷
林前12: 2 去服事那啞~偶像．這是你們
加 4:20 我~不得現今在你們那裏、改
啟 3:15 不熱．我~不得你或冷或熱。
 9:10 有尾~像蠍子．尾巴上的毒鉤
 9:10 尾~上的毒鉤能傷人五個月。
 9:19 和尾~上．因這尾巴像蛇、並
 9:19 因這尾~像蛇、並且有頭用以
12: 4 他的尾~拖拉著天上星辰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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