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般 圣经(97次)

新约(30次)
福音书(5)
历史书(1)
保罗书信(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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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法书(16)
历史书(25)

预言书(1)

约书亚记(1) 士师记(1) 路得记(1) 撒母耳记上(4) 撒母耳记下(8) 列王记上(3) 列王记下(2) 历代
志上(3) 历代志下(1)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1) 以斯帖记(0)

创世纪(2) 出埃及记(3) 利未记(3) 民数记(3) 申命记(5)
旧约(67次)

以赛亚书(3) 耶利米书(1) 耶利米哀歌(3) 以西结书(1)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3) 何西阿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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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1)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8)
诗歌智慧书(15) 约伯记(6) 诗篇(7) 箴言(2) 传道书(0) 雅歌(0)

创19:28 方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
31:26 去、如同用刀剑掳去的一~。
出19:18 如烧窑一~．遍山大大的震动
30:34 乳香、各样要一~大的分量。
33:11 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摩西
利16:16 他因以色列人诸~的污秽、过
16:19 坛上除掉以色列人诸~的污秽
16:21 承认以色列人诸~的罪孽、过
民21:34 住希实本的亚摩利王西宏一~
22: 4 就如牛餂尽田间的草一~．那
27:17 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
申 1:31 如同人抚养儿子一~、直等你
 1:44 追赶你们如蜂拥一~、在西珥
12:15 以吃、就如吃羚羊与鹿一~。
12:22 要像吃羚羊与鹿一~、无论洁
15:22 吃、就如吃羚羊、与鹿一~。
书10: 2 如都城一~、比艾城更大、并
士16: 9 如挣断经火的麻线一~．这样
得 4:12 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
撒上17:36 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

25:37 魂不附体、身僵如石头一~。
26:20 同人在山上猎取一个鹧鸪一~
29: 9 如同　神的使者一~．只是非

撒下 2:18 黑．亚撒黑脚快如野鹿一~。
 5:20 如同水冲去一~．因此称那地
 9: 8 不过如死狗一~、竟蒙王这样
17: 8 如同田野丢崽子的母熊一~．
17:12 如同露水下在地上一~．连他
19: 3 就如败阵逃跑惭愧的民一~。
19:27 我主我王如同　神的使者一~
23:17 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我断

王上14:10 安的家、如人除尽粪土一~。
14:15 像水中的芦苇一~．又将他们
22:17 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耶

王下23:19 就如他在伯特利所行的一~．
23:27 如同赶出以色列人一~．我必

代上11:19 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我断
14:11 如同水冲去一~。因此称那地
24:31 正如他们弟兄亚伦的子孙一~

代下18:16 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耶
尼 5: 5 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
伯10: 9 制造我如抟泥一~．你还要使

10:19 就如没有我一~．一出母胎、
11: 6 他有诸~的智识。所以当知道
27: 7 攻击我的、如不义之人一~。
30: 5 赶出、人追喊他们如贼一~、
30:19 中、我就像尘土和炉灰一~。
诗39:12 是寄居的、像我列祖一~。
58: 7 愿他们消灭如急流的水一~．
68:13 膀镀白银、翎毛镀黄金一~。
68:20 是为我们施行诸~救恩的　神
73:22 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
77:20 导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
89:36 座在我面前、如日之恒一~．
箴 5:14 圣会里、几乎落在诸~恶中。
14:23 诸~勤劳、都有益处．嘴上多
赛 1:26 像起先一~．然后、你必称为
11: 9 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
59:10 们在肥壮人中、像死人一~。
耶34: 5 就是在你以前的先王焚烧一~
哀 3:22 是出于耶和华诸~的慈爱、是
 3:32 还要照他诸~的慈爱发怜悯。
 4: 3 残忍、好像旷野的鸵鸟一~。
结41:25 与刻在墙上的一~．在外头廊
何 5:10 怒倒在他们身上、如水一~。
哈 2:14 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
亚14:15 切牲畜的灾殃是与那灾殃一~
太 3:15 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的义
 9:36 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
25:32 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
可 6:34 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
 9:26 孩子好像死了一~。以致众人
徒24: 5 如同瘟疫一~、是鼓动普天下
罗 7: 8 借着诫命叫诸~的贪心在我里
15:13 将诸~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
15:14 充足了诸~的知识、也能彼此

林前13: 1 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
15: 8 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

林后 5:20 就好像　神借我们劝你们一~
12:12 用百~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
弗 1: 8 这恩典是　神用诸~智慧聪明
 3:10 现在得知　神百~的智慧．
 6: 5 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
西 1:28 是用诸~的智慧、劝戒各人、

帖前 3: 3 免得有人被诸~患难摇动．因
提前 1:19 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

 4: 2 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
提后 4: 2 并用百~的忍耐、各样的教训

 4:18 主必救我脱离诸~的凶恶、也
来 2: 4 和百~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
 9:10 事连那饮食和诸~洗濯的规矩
13: 9 们不要被那诸~怪异的教训勾
雅 1: 2 你们落在百~试炼中、都要以
彼前 1: 6 在百~的试炼中暂时忧愁．

 4:10 作　神百~恩赐的好管家．
 5:10 那赐诸~恩典的　神、曾在基
启 3:21 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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