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别的 圣经(93次)

新约(35次)
福音书(14)
历史书(5)
保罗书信(11)

马太福音(4) 马可福音(4) 路加福音(5) 约翰福音(1)
使徒行传(5)
罗马书(3) 哥林多前书(3) 哥林多后书(2) 加拉太书(2) 以弗所书(0) 腓立比书(1) 歌罗西书(0) 帖
撒罗尼迦前书(0) 帖撒罗尼迦后书(0) 提摩太前书(0) 提摩太后书(0)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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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4) 希伯来书(2) 雅各书(1) 彼得前书(0) 彼得后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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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历史书(31)

预言书(1)

约书亚记(4) 士师记(5)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2) 撒母耳记下(0) 列王记上(4) 列王记下(1) 历代
志上(2) 历代志下(7) 以斯拉记(1) 尼希米记(5) 以斯帖记(0)

创世纪(2) 出埃及记(2) 利未记(4) 民数记(2) 申命记(4)
旧约(58次)

以赛亚书(4) 耶利米书(1)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4) 但以理书(1)
小先知书(2) 何西阿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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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西番雅书(1) 哈该书(1)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10)
诗歌智慧书(1) 约伯记(0) 诗篇(1) 箴言(0) 传道书(0) 雅歌(0)

创28:17 这不是~、乃是　神的殿、也
39: 6 ~事一概不知．约瑟原来秀雅
出20: 3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神。
22:10 或~牲畜、交付邻舍看守、牲
利 6:11 穿上~衣服、把灰拿到营外洁
 7:24 那脂油可以作~使用、只是你
14:42 又要用~石头、代替那挖出来
15:23 若有~物件、人一摸了、必不
民11: 6 在我们眼前并没有~东西。
20:19 不求~、只求你容我们步行过
申 4:34 　神何曾从~国中将一国的人
 5: 7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神。
 5:22 此外并没有添~话．他就把这
29:28 扔在~地上、像今日一样。
书22:26 为献燔祭、也不是为献~祭、
22:27 和~祭事奉他、免得你们的子
22:28 也不是为献~祭、乃是为作你
22:29 和~祭、悖逆耶和华、今日转
士 2:10 后来有~世代兴起、不知道耶
 6:37 ~地方都是干的、我就知道你
 6:39 毛是干的、~地方都有露水。
 6:40 上是干的、~地方都有露水。
 7:14 这不是~、乃是以色列人约阿

撒上21: 9 再没有~。大卫说、这刀没有
28: 8 穿上~衣服、带着两个人、夜

王上13:10 于是神人从~路回去、不从伯
14: 5 进来的时候、必装作~妇人。
14: 6 你为何装作~妇人呢．我奉差
21: 6 我就把~葡萄园换给你、他却

王下15: 5 他就住在~宫里．他的儿子约
代上16:42 并用~乐器随着歌颂　神．耶

23:17 以利以谢没有~儿子．但利哈
代下 7: 1 烧尽燔祭和~祭．耶和华的荣

 8:15 或办~事、他们都不违背。
11:21 女儿玛迦、比爱~妻妾更甚。
26:21 因此住在~宫里、与耶和华的
29:34 又等~祭司自洁了、因为利未
32:16 还有~话毁谤耶和华　神、和
35:13 ~圣物用锅、用釜、用罐煮了
拉 2:31 ~以拦子孙、一千二百五十四
尼 2: 2 这不是~、必是你心中愁烦。
 2:12 外、也没有~牲口在我那里。

 7:33 ~尼波人、五十二名。
 7:34 ~以拦子孙、一千二百五十四
11: 1 路撒冷、那九人住在~城邑。
诗81: 9 在你当中不可有~神．外邦的
赛26:13 在你以外曾有~主管辖我们、
45:14 再没有别神、再没有~　神。
47: 8 除我以外再没有~、我必不至
47:10 惟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
耶18: 4 他又用这泥另作~器皿．窑匠
结16:34 你行淫与~妇女相反、因为不
16:34 送你、所以你与~妇女相反。
42:14 要穿上~衣服、才可以到属民
44:19 穿上~衣服、免得因圣衣使民
但 3:21 和~衣服、被捆起来扔在烈火
番 2:15 除我以外再没有~．现在何竟
该 2:12 或~食物、便算为圣么．祭司
太 2:12 希律、就从~路回本地去了。
15:30 和好些~病人、都放在他脚前
21:36 主人又打发~仆人去、比先前
22: 4 王又打发~仆人说、你们告诉
可 4:36 同带去．也有~船和他同行。
 7: 4 还有好些~规矩、他们历代拘
 8:14 上除了一个饼、没有~食物。
12:32 除了他以外、再没有~　神．
路 3:18 约翰又用许多~话劝百姓、向
 8: 3 和好些~妇女、都是用自己的
 9:56 说着就往~村庄去了。〔有古
14:31 出去和~王打仗、岂不先坐下
22:65 他们还用许多~话辱骂他。
约 6:22 知道那里没有~船、只有一只
徒 4:12 没有赐下~名、我们可以靠着
15:28 定意不将~重担放在你们身上
17:21 都不顾~事、只将新闻说说听
19:39 你们若问~事、就可以照常例
27: 1 和~囚犯、交给御营里的一个
罗 8:39 是~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
13: 9 或有~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
14:21 是什么~事、叫弟兄跌倒、一

林前 2: 2 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只知道
 3:11 督、此外没有人能立~根基。
 8: 4 神只有一位、再没有~　神。

林后11: 8 我亏负了~教会、向他们取了

12:13 你们还有什么事不及~教会呢
加 1: 6 之恩召你们的、去从~福音．
 1:19 至于~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
腓 4:15 以外、并没有~教会供给我．
来 4: 8 后来　神就不再提~日子了。
 7:13 本属~支派、那支派里从来没
雅 2:25 又放他们从~路上出去、不也
彼后 3:16 如强解~经书一样、就自取沉
启 2:24 我不将~担子放在你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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