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別人 聖經(130次)

新約(65次)
福音書(25)
歷史書(5)
保羅書信(34)

馬太福音(2) 馬可福音(4) 路加福音(13) 約翰福音(6)
使徒行傳(5)
羅馬書(9) 哥林多前書(9) 哥林多後書(5) 加拉太書(1) 以弗所書(1) 腓立比書(5) 歌羅西書(0) 帖
撒羅尼迦前書(2) 帖撒羅尼迦後書(0) 提摩太前書(1) 提摩太後書(1)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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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1) 希伯來書(0) 雅各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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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歷史書(17)

預言書(0)

約書亞記(0) 士師記(5) 路得記(4) 撒母耳記上(2) 撒母耳記下(1) 列王記上(2) 列王記下(0) 歷代
志上(0) 歷代志下(1)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1) 以斯帖記(1)

創世紀(5) 出埃及記(4) 利未記(2) 民數記(0) 申命記(7)
舊約(65次)

以賽亞書(4) 耶利米書(5)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2) 但以理書(1)
小先知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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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12)
詩歌智慧書(16) 約伯記(6) 詩篇(4) 箴言(2) 傳道書(2) 雅歌(2)

創12: 2 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得福．
15:13 你的後裔必寄居~的地、又服
20: 3 那女人來、他原是~的妻子。
29:19 勝似給~、你與我同住吧。
43:34 比~多五倍．他們就飲酒、和
出22: 5 任憑牲畜上~的田裏去吃、就
22: 6 以致將~堆積的禾捆、站著的
30:32 不可倒在~的身上、也不可按
30:33 或將這膏膏在~身上的、這人
利 5: 3 或是他摸了~的污穢、無論是
27:20 或是將地賣給~、就再不能贖
申19:20 ~聽見都要害怕、就不敢在你
20: 5 去、恐怕他陣亡、~去奉獻。
20: 6 家去、恐怕他陣亡、~去用。
20: 7 家去、恐怕他陣亡、~去娶。
22:24 男子是因為玷污~的妻．這樣
24: 2 離開夫家以後、可以去嫁~。
28:30 ~必與他同房．你建造房屋、
士16: 7 捆綁我、我就軟弱像~一樣。
16:11 捆綁我、我就軟弱像~一樣。
16:17 離開我、我便軟弱像~一樣。
18: 7 西頓人也遠、與~沒有來往。
18:28 他們又與~沒有來往、城在平
得 1:13 你們豈能等著他們不嫁~呢．
 2: 8 不要往~田裏拾取麥穗、也不
 2:22 不叫人遇見你在~田間、這才
 4: 4 以外再沒有~了、你可以在這

撒上17:30 大衛就離開他轉向~、照先前
28:17 去國權、賜與~、就是大衛。

撒下12:11 把你的妃嬪賜給~、他在日光
王上 3:18 們二人之外、房中再沒有~．

11:29 們二人在田野、以外並無~。
代下23: 6 不准~進耶和華的殿．惟獨他
尼 5: 5 田地、葡萄園、已經歸了~。
斯 5:12 除了我之外不許~隨王赴席．
伯24: 6 收割~田間的禾稼．摘取惡人
31: 8 有~吃．我田所產的、被拔出
31:10 就願我的妻子給~推磨、別人
31:10 給別人推磨、~也與他同室。
31:33 亞當或作~〕遮掩我的過犯、
34:24 能力的人、設立~代替他們。
詩49:10 滅亡、將他們的財貨留給~。

73: 5 他們不像~受苦、也不像別人
73: 5 像別人受苦、也不像~遭災。
109: 8 年日短少．願~得他的職分。
箴 5: 9 恐怕將你的尊榮給~、將你的
27: 2 要~誇獎你、不可用口自誇．
傳 4:10 沒有~扶起他來、這人就有禍
 7:22 知道、自己也曾屢次咒詛~。
歌 5: 9 比~的良人有何強處．你的良
 5: 9 比~的良人有何強處、你就這
賽52:14 他的面貌比~憔悴、他的形容
56: 8 外、我還要招聚~歸併他們。
65:22 ~不得住．他們栽種的、別人
65:22 ~不得吃．因為我民的日子必
耶 3: 1 作了~的妻、前夫豈能再收回
 6:12 都必轉歸~．我要伸手攻擊這
 8:10 所以我必將他們的妻子給~、
 8:10 將他們的田地給~為業．因為
32:20 日在以色列和~中間也是如此
結44: 8 卻派~在聖地替你們看守我所
48:14 初熟之物也不可歸與~、因為
但 5:17 你的賞賜可以歸給~．我卻要
何 3: 3 不可歸~為妻、我向你也必這
彌 2: 4 耶和華將我們的分轉歸~．何
太11: 3 是你麼、還是我們等候~呢。
27:42 他救了~、不能救自己。他是
可 5:37 弟約翰同去、不許~跟隨他。
 6:15 但~說、是以利亞．又有人說
12: 9 那些園戶、將葡萄園轉給~。
15:31 說、他救了~、不能救自己。
路 5:29 有許多稅吏和~、與他們一同
 6: 4 除了祭司以外、~都不可吃。
 7:19 是你麼。還是我們等候~呢。
 7:20 是你麼．還是我們等候~呢。
 8:10 至於~、就用比喻、叫他們看
 8:51 兒的父母、不許~同他進去。
16: 1 ~向他主人告他浪費主人的財
16:12 倘若你們在~的東西上不忠心
17:18 再沒有~回來歸榮耀與　神麼
18: 9 人、藐視~的、設一個比喻、
18:11 我不像~、勒索、不義、姦淫
20:16 將葡萄園轉給~．聽見的人說
23:35 他救了~．他若是基督、　神

約 4:38 ~勞苦、你們享受他們所勞苦
 5: 7 的時候、就有~比我先下去。
 5:43 若有~奉自己的名來、你們倒
15:24 在他們中間行過~未曾行的事
18:34 的、還是~論我對你說的呢。
21:18 ~要把你束上、帶你到不願意
徒 1:20 又說、『願~得他的職分。』
 8:34 是指著自己呢、是指著~呢。
11:19 他們不向~講道、只向猶太人
15:35 和許多~一同教訓人、傳主的
17:34 叫大馬哩、還有~一同信從。
羅 1:32 但自己去行、還喜歡~去行。
 2: 1 人的、自己所行卻和~一樣。
 2: 3 自己所行的卻和~一樣、你以
 2:21 你既是教導~、還不教導自己
 7: 3 他若歸於~、便叫淫婦．丈夫
 7: 3 雖然歸於~、也不是淫婦。
 7: 4 叫你們歸於~、就是歸於那從
14: 4 竟論斷~的僕人呢。他或站住
15:20 音、免得建造在~的根基上．

林前 1:16 此外給~施洗沒有、我卻記不
 3:10 有~在上面建造．只是各人要
 4: 3 或被~論斷、我都以為極小的
 9: 2 假若在~我不是使徒、在你們
 9:12 若~在你們身上有這權柄、何
 9:27 恐怕我傳福音給~、自己反被
10:24 己的益處、乃要求~的益處。
10:29 為甚麼被~的良心論斷呢。
14:17 固然是好、無奈不能造就~。

林後 3: 1 豈像~、用人的薦信給你們、
 8: 8 乃是藉著~的熱心、試驗你們
 8:13 我原不是要~輕省、你們受累
10:15 我們不仗著~所勞碌的、分外
10:16 並不是在~界限之內、藉著他
加 6: 4 誇的就專在自己、不在~了。
弗 2: 3 本為可怒之子、和~一樣．
腓 2: 3 心謙卑、各人看~比自己強。
 2: 4 顧自己的事、也要顧~的事。
 2:20 因為我沒有~與我同心、實在
 2:21 ~都求自己的事、並不求耶穌
 3: 4 若是~想他可以靠肉體、我更

帖前 2: 6 卻沒有向你們或向~求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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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 像~一樣、總要儆醒謹守。
提前 5:22 不要在~的罪上有分．要保守
提後 2: 2 也要交託那忠心能教導~的人
雅 4:12 的．你是誰、竟敢論斷~呢。

aBibleTool v0.94.2008.10 2 別人 bié rén

http://www.abibletoo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