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并不 圣经(132次)

新约(41次)
福音书(11)
历史书(4)
保罗书信(16)

马太福音(0)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4) 约翰福音(7)
使徒行传(4)
罗马书(2) 哥林多前书(2) 哥林多后书(2) 加拉太书(1) 以弗所书(1) 腓立比书(4) 歌罗西书(2) 帖
撒罗尼迦前书(0) 帖撒罗尼迦后书(0) 提摩太前书(1) 提摩太后书(0) 提多书(0) 腓利门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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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7) 希伯来书(4) 雅各书(1) 彼得前书(0) 彼得后书(1) 约翰壹书(1)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0)
启示录(3)

律法书(6)
历史书(16)

预言书(3)

约书亚记(0) 士师记(2)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0) 撒母耳记下(5) 列王记上(1) 列王记下(1) 历代
志上(2) 历代志下(2)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3) 以斯帖记(0)

创世纪(4) 出埃及记(0) 利未记(0) 民数记(1) 申命记(1)
旧约(91次)

以赛亚书(13) 耶利米书(8) 耶利米哀歌(7) 以西结书(7)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7) 何西阿书(2) 约珥书(1) 阿摩司书(1)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0)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1)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2)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35)
诗歌智慧书(27) 约伯记(11) 诗篇(12) 箴言(4) 传道书(0) 雅歌(0)

创 2:25 妻二人、赤身露体、~羞耻。
31:20 兰人拉班偷走了、~告诉他。
31:27 ~告诉我、叫我可以欢乐、唱
34:19 那少年人作这事~迟延、因为
民31:49 已经计算总数、~短少一人。
申25:18 后边软弱的人、~敬畏　神。
士13:23 ~将这一切事指示我们、今日
19:19 人、有饼有酒、~缺少什么。

撒下 7:11 ~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
13:22 押沙龙~和他哥哥暗嫩说好说
14:14 　神~夺取人的性命、乃设法
15:11 实去的、~知道其中的真情。
21: 4 和扫罗与他家的事~关乎金银

王上 6:13 人中间、~丢弃我民以色列。
王下18:36 ~回答一句．因为王曾吩咐、
代上17:10 ~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

17:13 ~使我的慈爱离开他、像离开
代下 1:11 ~求资财丰富尊荣、也不求灭

 5:11 司、都已自洁、~分班供职．
尼 5:18 我~要省长的俸禄．因为百姓
 9:17 盛慈爱的　神、~丢弃他们。
10:30 ~将我们的女儿、嫁给这地的
伯 1:22 约伯~犯罪、也不以　神为愚
 2:10 切的事上、约伯~以口犯罪。
 9: 5 把山翻倒挪移、山~知觉．
10:14 就察看我、~赦免我的罪孽。
16:13 ~留情．把我的胆倾倒在地上
19:27 ~像外人．我的心肠在我里面
23:11 履．我谨守他的道、~偏离。
24:16 窿、白日躲藏、~认识光明。
27:22 ~留情．他恨不得逃脱　神的
36: 5 ~藐视人．他的智慧甚广。
39:22 ~惊惶、也不因刀剑退回。
诗14: 4 同吃饭一样、~求告耶和华。
22: 2 不应允．夜间呼求、~住声。
26: 1 全、我又倚靠耶和华~摇动。
30:12 ~住声。耶和华我的　神阿、
44:12 得的价值、~加添你的资财。
50: 8 我~因你的祭物责备你．你的
53: 4 如同吃饭一样．~求告　神。
64: 4 人．他们忽然射他、~惧怕。
102:17 的祷告、~藐视他们的祈求。

119:46 论说你的法度、~至于羞愧。
119:60 急忙遵守你的命令、~迟延。
139:15 那时、我的形体~向你隐藏。
箴10:22 福、使人富足、~加上忧虑。
15: 7 知识．愚昧人的心、~如此。
21:10 乐人受祸．他眼~怜恤邻舍。
31:27 他观察家务、~吃闲饭。
赛 3: 9 ~隐瞒、好像所多玛一样。他
 5:27 腰带~放松、鞋带也不折断．
12: 2 ~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
31: 2 ~反悔自己的话、却要兴起攻
36:21 ~回答一句、因为王曾吩咐说
40:27 何言、我的冤屈　神~查问。
40:28 ~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
41: 9 的仆人、我拣选你~弃绝你。
42:16 些事我都要行、~离弃他们。
45:23 ~反回、万膝必向我跪拜、万
48:21 他们~干渴、他为他们使水从
50: 6 拔．人辱我吐我、我~掩面。
55:10 ~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
耶 9: 3 ~认识我．这是耶和华说的。
11:19 我~知道他们设计谋害我、说
17: 8 ~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
24: 6 不拆毁、栽植他们、~拔出。
32:40 ~离开他们、且使他们有敬畏
42:10 栽植你们~拔出．因我为降与
44:17 吃饱饭、享福乐、~见灾祸。
46: 5 ~回头．惊吓四围都有．这是
哀 2: 1 的日子、~记念自己的脚凳。
 2: 2 ~顾惜、他发怒倾覆犹大民的
 2:17 ~顾惜、使你的仇敌向你夸耀
 2:21 杀死他们．你杀了、~顾惜。
 3:33 因他~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
 3:42 我们犯罪背逆、你~赦免。
 3:43 我们．你施行杀戮、~顾惜。
结 1: 9 行走~转身、俱各直往前行。
 1:12 们就往那里去、行走~转身。
 1:17 向四方都能直行、~掉转。
10:11 ~掉转、头向何方、他们也随
10:11 向何方、行走的时候~掉转。
16:34 人~赠送你、所以你与别的妇
34: 8 知牧养自己、~牧养我的羊．

何 7: 2 他们心里~思想我记念他们的
 7:14 他们~诚心哀求我、乃在床上
珥 2: 8 彼此~拥挤、向前各行其路．
摩 1: 9 给以东、~记念弟兄的盟约。
哈 2: 3 ~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
亚 8:14 我怎样定意降祸、~后悔．
11: 5 牧养他们的、~怜恤他们。
路 2:37 ~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
 2:43 耶路撒冷．他的父母~知道．
 9:55 你们的心如何、你们~知道。
11:44 坟墓、走在上面的人~知道。
约 1:20 ~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
 2: 9 ~知道是那里来的、只有舀水
 3:20 ~来就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
 5:43 你们~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
10:13 走、因他是雇工、~顾念羊。
16:26 我~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
16:29 如今你是明说、~用比喻了。
徒 7:48 其实至高者~住人手所造的．
15: 9 了他们的心、~分他们我们。
17:30 　神~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
26:22 ~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
罗 7:15 我~作．我所恨恶的、我倒去
 9: 1 ~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

林前 1:17 ~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
 5: 2 ~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

林后 1:13 ~外乎你们所念的、所认识的
12: 5 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夸口。
加 3:28 ~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
弗 6: 9 一位主在天上、他~偏待人。
腓 1:17 ~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
 2:21 己的事、~求耶稣基督的事。
 3: 1 于我~为难、于你们却是妥当
 4:17 我~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
西 3:11 在此~分希利尼人、犹太人、
 3:25 受不义的报应．主~偏待人。

提前 1: 4 ~发明　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
门 1:19 我~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
来 2:16 他~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
10:37 候、那要来的就来、~迟延。
11:16 ~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
11:23 把他藏了三个月、~怕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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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 1:20 人的怒气、~成就　神的义。
彼后 2: 3 自古以来~迟延、他们的灭亡
约壹 2:27 ~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
启 2: 3 曾为我的名劳苦、~乏倦。
16: 9 名、~悔改将荣耀归给　神。
16:11 天上的　神、~悔改所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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