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臂 聖經(86次)

新約(2次)
福音書(2)
歷史書(0)
保羅書信(0)

馬太福音(0)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1) 約翰福音(1)
使徒行傳(0)
羅馬書(0) 哥林多前書(0) 哥林多後書(0) 加拉太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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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臂 b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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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律法書(11)
歷史書(11)

預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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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紀(0) 出埃及記(2) 利未記(0) 民數記(1) 申命記(8)
舊約(84次)

以賽亞書(18) 耶利米書(6)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13) 但以理書(1)
小先知書(5) 何西阿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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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38)
詩歌智慧書(19) 約伯記(6) 詩篇(11) 箴言(1) 傳道書(0) 雅歌(1)

出 6: 6 用伸出來的膀~重重地刑罰埃
15:16 因你膀~的大能、他們如石頭
民11:23 耶和華的膀~豈是縮短了麼．
申 4:34 和伸出來的膀~、並大可畏的
 5:15 和伸出來的膀~、將你從那裏
 7:19 並伸出來的膀~、都是耶和華
 9:29 和伸出來的膀~領出來的。
11: 2 大能的手、和伸出來的膀~、
26: 8 就用大能的手和伸出來的膀~
33:20 他撕裂膀~、連頭頂也撕裂。
33:27 他永久的膀~在你以下．他在
士15:14 他~上的繩就像火燒的麻一樣
16:12 參孫將~上的繩掙斷了、如掙

撒上 2:31 我要折斷你的膀~、和你父家
 2:31 和你父家的膀~、使你家中沒

撒下 1:10 ~上的鐲子、拿到我主這裏。
22:35 戰、甚至我的膀~能開銅弓。
23:10 直到手~疲乏、手粘住刀把．

王上 8:42 並伸出來的膀~）向這殿禱告
王下17:36 和伸出來的膀~領你們出埃及
代下 6:32 並伸出來的膀~、從遠方而來

32: 8 與他們同在的是肉~、與我們
伯22: 9 空手回去、折斷孤兒的膀~。
26: 2 膀~無力的人、蒙你何等的拯
31:22 落、我的膀~從羊矢骨折斷。
35: 9 轄制原文作膀~〕便求救、
38:15 惡人、強橫的膀~也必折斷。
40: 9 你有　神那樣的膀~麼．你能
詩10:15 願你打斷惡人的膀~．至於壞
18:34 戰、甚至我的膀~能開銅弓。
37:17 因為惡人的膀~、必被折斷．
44: 3 也不是靠自己的膀~得勝．乃
44: 3 你的膀~、和你臉上的亮光、
77:15 你曾用你的膀~贖了你的民、
89:10 你用有能的膀~打散了你的仇
89:13 你有大能的膀~．你的手有力
89:21 堅立．我的膀~也必堅固他。
98: 1 他的右手和聖~、施行救恩。
136:12 和伸出來的膀~、因他的慈愛
箴31:17 他以能力束腰、使膀~有力．
歌 8: 6 帶在你~上如戳記．因為愛情
賽 9:20 足．各人吃自己膀~上的肉。

30:30 又顯他降罰的膀~、和他怒中
33: 2 求你每早晨作我們的膀~、遭
40:10 他的膀~必為他掌權．他的賞
40:11 用膀~聚集羊羔抱在懷中、慢
44:12 用他有力的膀~錘成．他饑餓
48:14 他的膀~也要加在迦勒底人身
50: 2 我的膀~豈是縮短、不能救贖
51: 5 我的膀~要審判萬民．海島都
51: 5 都要等候我、倚賴我的膀~。
51: 9 耶和華的膀~阿、興起、興起
52:10 耶和華在萬國眼前露出聖~．
53: 1 耶和華的膀~向誰顯露呢。
59: 1 耶和華的膀~、並非縮短不能
59:16 就用自己的膀~施行拯救．以
62: 8 自己的右手和大能的膀~起誓
63: 5 以我自己的膀~為我施行拯救
63:12 使他榮耀的膀~在摩西的右手
耶17: 5 倚靠人血肉的膀~、心中離棄
21: 5 並大能的膀~、親自攻擊你們
27: 5 我用大能和伸出來的膀~、創
32:17 大能和伸出來的膀~創造天地
32:21 並伸出來的膀~、與大可畏的
48:25 摩押的膀~折斷了．這是耶和
結 4: 7 你要露出膀~、面向被困的耶
13:18 他們為眾人的膀~縫靠枕、給
13:20 要將靠枕從你們的膀~上扯去
20:33 和伸出來的膀~、並傾出來的
20:34 和伸出來的膀~、並傾出來的
30:21 我已打折埃及王法老的膀~．
30:22 必將他有力的膀~、和已打折
30:22 和已打折的膀~、全行打斷．
30:24 我必使巴比倫王的膀~有力、
30:24 卻要打斷法老的膀~、他就在
30:25 我必扶持巴比倫王的膀~、法
30:25 法老的膀~卻要下垂、我將我
31:17 他們曾作他的膀~、在列國中
但 2:32 胸膛和膀~是銀的、肚腹和腰
何 7:15 堅固他們的膀~、他們竟圖謀
11: 3 用膀~抱著他們、他們卻不知
亞11:17 刀必臨到他的膀~、和右眼上
11:17 他的膀~必全然枯乾、他的右
13: 6 你兩~中間是甚麼傷呢．他必

路 1:51 他用膀~施展大能．那狂傲的
約12:38 呢．主的膀~向誰顯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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