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般 聖經(97次)

新約(30次)
福音書(5)
歷史書(1)
保羅書信(16)

馬太福音(3) 馬可福音(2) 路加福音(0)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1)
羅馬書(3) 哥林多前書(2) 哥林多後書(2) 加拉太書(0) 以弗所書(3) 腓立比書(0) 歌羅西書(1) 帖
撒羅尼迦前書(1) 帖撒羅尼迦後書(0) 提摩太前書(2) 提摩太後書(2)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般 bān

普通書信(7) 希伯來書(3) 雅各書(1) 彼得前書(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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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律法書(16)
歷史書(25)

預言書(1)

約書亞記(1) 士師記(1) 路得記(1) 撒母耳記上(4) 撒母耳記下(8) 列王記上(3) 列王記下(2) 歷代
志上(3) 歷代志下(1)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1) 以斯帖記(0)

創世紀(2) 出埃及記(3) 利未記(3) 民數記(3) 申命記(5)
舊約(67次)

以賽亞書(3) 耶利米書(1) 耶利米哀歌(3) 以西結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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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1)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8)
詩歌智慧書(15) 約伯記(6) 詩篇(7) 箴言(2) 傳道書(0) 雅歌(0)

創19:28 方煙氣上騰、如同燒窯一~。
31:26 去、如同用刀劍擄去的一~。
出19:18 如燒窯一~．遍山大大的震動
30:34 乳香、各樣要一~大的分量。
33:11 好像人與朋友說話一~．摩西
利16:16 他因以色列人諸~的污穢、過
16:19 壇上除掉以色列人諸~的污穢
16:21 承認以色列人諸~的罪孽、過
民21:34 住希實本的亞摩利王西宏一~
22: 4 就如牛餂盡田間的草一~．那
27:17 會眾如同沒有牧人的羊群一~
申 1:31 如同人撫養兒子一~、直等你
 1:44 追趕你們如蜂擁一~、在西珥
12:15 以吃、就如吃羚羊與鹿一~。
12:22 要像吃羚羊與鹿一~、無論潔
15:22 吃、就如吃羚羊、與鹿一~。
書10: 2 如都城一~、比艾城更大、並
士16: 9 如掙斷經火的麻線一~．這樣
得 4:12 瑪從猶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
撒上17:36 罵陣、也必像獅子和熊一~。

25:37 魂不附體、身僵如石頭一~。
26:20 同人在山上獵取一個鷓鴣一~
29: 9 如同　神的使者一~．只是非

撒下 2:18 黑．亞撒黑腳快如野鹿一~。
 5:20 如同水沖去一~．因此稱那地
 9: 8 不過如死狗一~、竟蒙王這樣
17: 8 如同田野丟崽子的母熊一~．
17:12 如同露水下在地上一~．連他
19: 3 就如敗陣逃跑慚愧的民一~。
19:27 我主我王如同　神的使者一~
23:17 這水好像他們的血一~．我斷

王上14:10 安的家、如人除盡糞土一~。
14:15 像水中的蘆葦一~．又將他們
22:17 如同沒有牧人的羊群一~．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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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上11:19 這水好像他們的血一~、我斷
14:11 如同水沖去一~。因此稱那地
24:31 正如他們弟兄亞倫的子孫一~

代下18:16 如同沒有牧人的羊群一~．耶
尼 5: 5 我們的兒女與他們的兒女一~
伯10: 9 製造我如摶泥一~．你還要使

10:19 就如沒有我一~．一出母胎、
11: 6 他有諸~的智識。所以當知道
27: 7 攻擊我的、如不義之人一~。
30: 5 趕出、人追喊他們如賊一~、
30:19 中、我就像塵土和爐灰一~。
詩39:12 是寄居的、像我列祖一~。
58: 7 願他們消滅如急流的水一~．
68:13 膀鍍白銀、翎毛鍍黃金一~。
68:20 是為我們施行諸~救恩的　神
73:22 無知、在你面前如畜類一~。
77:20 導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
89:36 座在我面前、如日之恆一~．
箴 5:14 聖會裏、幾乎落在諸~惡中。
14:23 諸~勤勞、都有益處．嘴上多
賽 1:26 像起先一~．然後、你必稱為
11: 9 遍地、好像水充滿洋海一~。
59:10 們在肥壯人中、像死人一~。
耶34: 5 就是在你以前的先王焚燒一~
哀 3:22 是出於耶和華諸~的慈愛、是
 3:32 還要照他諸~的慈愛發憐憫。
 4: 3 殘忍、好像曠野的鴕鳥一~。
結41:25 與刻在牆上的一~．在外頭廊
何 5:10 怒倒在他們身上、如水一~。
哈 2:14 遍地、好像水充滿洋海一~。
亞14:15 切牲畜的災殃是與那災殃一~
太 3:15 因為我們理當這樣盡諸~的義
 9:36 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
25:32 好像牧羊的分別綿羊山羊一~
可 6:34 因為他們如同羊沒有牧人一~
 9:26 孩子好像死了一~。以致眾人
徒24: 5 如同瘟疫一~、是鼓動普天下
羅 7: 8 藉著誡命叫諸~的貪心在我裏
15:13 將諸~的喜樂平安、充滿你們
15:14 充足了諸~的知識、也能彼此

林前13: 1 就成了鳴的鑼、響的鈸一~。
15: 8 我如同未到產期而生的人一~

林後 5:20 就好像　神藉我們勸你們一~
12:12 用百~的忍耐、藉著神蹟奇事
弗 1: 8 這恩典是　神用諸~智慧聰明
 3:10 現在得知　神百~的智慧．
 6: 5 的主人、好像聽從基督一~。
西 1:28 是用諸~的智慧、勸戒各人、

帖前 3: 3 免得有人被諸~患難搖動．因
提前 1:19 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壞了一~

 4: 2 心、如同被熱鐵烙慣了一~。
提後 4: 2 並用百~的忍耐、各樣的教訓

 4:18 主必救我脫離諸~的凶惡、也
來 2: 4 和百~的異能、並聖靈的恩賜
 9:10 事連那飲食和諸~洗濯的規矩
13: 9 們不要被那諸~怪異的教訓勾
雅 1: 2 你們落在百~試煉中、都要以
彼前 1: 6 在百~的試煉中暫時憂愁．

 4:10 作　神百~恩賜的好管家．
 5:10 那賜諸~恩典的　神、曾在基
啟 3:21 在我父的寶座上與他同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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