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别人 圣经(130次)

新约(65次)
福音书(25)
历史书(5)
保罗书信(34)

马太福音(2) 马可福音(4) 路加福音(13) 约翰福音(6)
使徒行传(5)
罗马书(9) 哥林多前书(9) 哥林多后书(5) 加拉太书(1) 以弗所书(1) 腓立比书(5) 歌罗西书(0) 帖
撒罗尼迦前书(2) 帖撒罗尼迦后书(0) 提摩太前书(1) 提摩太后书(1)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别人 bié rén

普通书信(1) 希伯来书(0) 雅各书(1) 彼得前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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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律法书(18)
历史书(17)

预言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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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5) 出埃及记(4) 利未记(2) 民数记(0) 申命记(7)
旧约(65次)

以赛亚书(4) 耶利米书(5)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2) 但以理书(1)
小先知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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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12)
诗歌智慧书(16) 约伯记(6) 诗篇(4) 箴言(2) 传道书(2) 雅歌(2)

创12: 2 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得福．
15:13 你的后裔必寄居~的地、又服
20: 3 那女人来、他原是~的妻子。
29:19 胜似给~、你与我同住吧。
43:34 比~多五倍．他们就饮酒、和
出22: 5 任凭牲畜上~的田里去吃、就
22: 6 以致将~堆积的禾捆、站着的
30:32 不可倒在~的身上、也不可按
30:33 或将这膏膏在~身上的、这人
利 5: 3 或是他摸了~的污秽、无论是
27:20 或是将地卖给~、就再不能赎
申19:20 ~听见都要害怕、就不敢在你
20: 5 去、恐怕他阵亡、~去奉献。
20: 6 家去、恐怕他阵亡、~去用。
20: 7 家去、恐怕他阵亡、~去娶。
22:24 男子是因为玷污~的妻．这样
24: 2 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
28:30 ~必与他同房．你建造房屋、
士16: 7 捆绑我、我就软弱像~一样。
16:11 捆绑我、我就软弱像~一样。
16:17 离开我、我便软弱像~一样。
18: 7 西顿人也远、与~没有来往。
18:28 他们又与~没有来往、城在平
得 1:13 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呢．
 2: 8 不要往~田里拾取麦穗、也不
 2:22 不叫人遇见你在~田间、这才
 4: 4 以外再没有~了、你可以在这

撒上17:30 大卫就离开他转向~、照先前
28:17 去国权、赐与~、就是大卫。

撒下12:11 把你的妃嫔赐给~、他在日光
王上 3:18 们二人之外、房中再没有~．

11:29 们二人在田野、以外并无~。
代下23: 6 不准~进耶和华的殿．惟独他
尼 5: 5 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
斯 5:12 除了我之外不许~随王赴席．
伯24: 6 收割~田间的禾稼．摘取恶人
31: 8 有~吃．我田所产的、被拔出
31:10 就愿我的妻子给~推磨、别人
31:10 给别人推磨、~也与他同室。
31:33 亚当或作~〕遮掩我的过犯、
34:24 能力的人、设立~代替他们。
诗49:10 灭亡、将他们的财货留给~。

73: 5 他们不像~受苦、也不像别人
73: 5 像别人受苦、也不像~遭灾。
109: 8 年日短少．愿~得他的职分。
箴 5: 9 恐怕将你的尊荣给~、将你的
27: 2 要~夸奖你、不可用口自夸．
传 4:10 没有~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
 7:22 知道、自己也曾屡次咒诅~。
歌 5: 9 比~的良人有何强处．你的良
 5: 9 比~的良人有何强处、你就这
赛52:14 他的面貌比~憔悴、他的形容
56: 8 外、我还要招聚~归并他们。
65:22 ~不得住．他们栽种的、别人
65:22 ~不得吃．因为我民的日子必
耶 3: 1 作了~的妻、前夫岂能再收回
 6:12 都必转归~．我要伸手攻击这
 8:10 所以我必将他们的妻子给~、
 8:10 将他们的田地给~为业．因为
32:20 日在以色列和~中间也是如此
结44: 8 却派~在圣地替你们看守我所
48:14 初熟之物也不可归与~、因为
但 5:17 你的赏赐可以归给~．我却要
何 3: 3 不可归~为妻、我向你也必这
弥 2: 4 耶和华将我们的分转归~．何
太11: 3 是你么、还是我们等候~呢。
27:42 他救了~、不能救自己。他是
可 5:37 弟约翰同去、不许~跟随他。
 6:15 但~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
12: 9 那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
15:31 说、他救了~、不能救自己。
路 5:29 有许多税吏和~、与他们一同
 6: 4 除了祭司以外、~都不可吃。
 7:19 是你么。还是我们等候~呢。
 7:20 是你么．还是我们等候~呢。
 8:10 至于~、就用比喻、叫他们看
 8:51 儿的父母、不许~同他进去。
16: 1 ~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
16:12 倘若你们在~的东西上不忠心
17:18 再没有~回来归荣耀与　神么
18: 9 人、藐视~的、设一个比喻、
18:11 我不像~、勒索、不义、奸淫
20:16 将葡萄园转给~．听见的人说
23:35 他救了~．他若是基督、　神

约 4:38 ~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
 5: 7 的时候、就有~比我先下去。
 5:43 若有~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
15:24 在他们中间行过~未曾行的事
18:34 的、还是~论我对你说的呢。
21:18 ~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
徒 1:20 又说、『愿~得他的职分。』
 8:34 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呢。
11:19 他们不向~讲道、只向犹太人
15:35 和许多~一同教训人、传主的
17:34 叫大马哩、还有~一同信从。
罗 1:32 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去行。
 2: 1 人的、自己所行却和~一样。
 2: 3 自己所行的却和~一样、你以
 2:21 你既是教导~、还不教导自己
 7: 3 他若归于~、便叫淫妇．丈夫
 7: 3 虽然归于~、也不是淫妇。
 7: 4 叫你们归于~、就是归于那从
14: 4 竟论断~的仆人呢。他或站住
15:20 音、免得建造在~的根基上．

林前 1:16 此外给~施洗没有、我却记不
 3:10 有~在上面建造．只是各人要
 4: 3 或被~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
 9: 2 假若在~我不是使徒、在你们
 9:12 若~在你们身上有这权柄、何
 9:27 恐怕我传福音给~、自己反被
10:24 己的益处、乃要求~的益处。
10:29 为什么被~的良心论断呢。
14:17 固然是好、无奈不能造就~。

林后 3: 1 岂像~、用人的荐信给你们、
 8: 8 乃是借着~的热心、试验你们
 8:13 我原不是要~轻省、你们受累
10:15 我们不仗着~所劳碌的、分外
10:16 并不是在~界限之内、借着他
加 6: 4 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了。
弗 2: 3 本为可怒之子、和~一样．
腓 2: 3 心谦卑、各人看~比自己强。
 2: 4 顾自己的事、也要顾~的事。
 2:20 因为我没有~与我同心、实在
 2:21 ~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
 3: 4 若是~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

帖前 2: 6 却没有向你们或向~求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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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 像~一样、总要儆醒谨守。
提前 5:22 不要在~的罪上有分．要保守
提后 2: 2 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的人
雅 4:12 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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