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並不 聖經(132次)

新約(41次)
福音書(11)
歷史書(4)
保羅書信(16)

馬太福音(0)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4) 約翰福音(7)
使徒行傳(4)
羅馬書(2) 哥林多前書(2) 哥林多後書(2) 加拉太書(1) 以弗所書(1) 腓立比書(4) 歌羅西書(2) 帖
撒羅尼迦前書(0) 帖撒羅尼迦後書(0) 提摩太前書(1) 提摩太後書(0) 提多書(0) 腓利門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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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7) 希伯來書(4) 雅各書(1) 彼得前書(0) 彼得後書(1) 約翰壹書(1)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0) 猶大
書(0)
啟示錄(3)

律法書(6)
歷史書(16)

預言書(3)

約書亞記(0) 士師記(2)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0) 撒母耳記下(5) 列王記上(1) 列王記下(1) 歷代
志上(2) 歷代志下(2)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3) 以斯帖記(0)

創世紀(4) 出埃及記(0) 利未記(0) 民數記(1) 申命記(1)
舊約(91次)

以賽亞書(13) 耶利米書(8) 耶利米哀歌(7) 以西結書(7)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7) 何西阿書(2) 約珥書(1) 阿摩司書(1)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0)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1)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2)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35)
詩歌智慧書(27) 約伯記(11) 詩篇(12) 箴言(4) 傳道書(0) 雅歌(0)

創 2:25 妻二人、赤身露體、~羞恥。
31:20 蘭人拉班偷走了、~告訴他。
31:27 ~告訴我、叫我可以歡樂、唱
34:19 那少年人作這事~遲延、因為
民31:49 已經計算總數、~短少一人。
申25:18 後邊軟弱的人、~敬畏　神。
士13:23 ~將這一切事指示我們、今日
19:19 人、有餅有酒、~缺少甚麼。

撒下 7:11 ~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
13:22 押沙龍~和他哥哥暗嫩說好說
14:14 　神~奪取人的性命、乃設法
15:11 實去的、~知道其中的真情。
21: 4 和掃羅與他家的事~關乎金銀

王上 6:13 人中間、~丟棄我民以色列。
王下18:36 ~回答一句．因為王曾吩咐、
代上17:10 ~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

17:13 ~使我的慈愛離開他、像離開
代下 1:11 ~求資財豐富尊榮、也不求滅

 5:11 司、都已自潔、~分班供職．
尼 5:18 我~要省長的俸祿．因為百姓
 9:17 盛慈愛的　神、~丟棄他們。
10:30 ~將我們的女兒、嫁給這地的
伯 1:22 約伯~犯罪、也不以　神為愚
 2:10 切的事上、約伯~以口犯罪。
 9: 5 把山翻倒挪移、山~知覺．
10:14 就察看我、~赦免我的罪孽。
16:13 ~留情．把我的膽傾倒在地上
19:27 ~像外人．我的心腸在我裏面
23:11 履．我謹守他的道、~偏離。
24:16 窿、白日躲藏、~認識光明。
27:22 ~留情．他恨不得逃脫　神的
36: 5 ~藐視人．他的智慧甚廣。
39:22 ~驚惶、也不因刀劍退回。
詩14: 4 同吃飯一樣、~求告耶和華。
22: 2 不應允．夜間呼求、~住聲。
26: 1 全、我又倚靠耶和華~搖動。
30:12 ~住聲。耶和華我的　神阿、
44:12 得的價值、~加添你的資財。
50: 8 我~因你的祭物責備你．你的
53: 4 如同吃飯一樣．~求告　神。
64: 4 人．他們忽然射他、~懼怕。
102:17 的禱告、~藐視他們的祈求。

119:46 論說你的法度、~至於羞愧。
119:60 急忙遵守你的命令、~遲延。
139:15 那時、我的形體~向你隱藏。
箴10:22 福、使人富足、~加上憂慮。
15: 7 知識．愚昧人的心、~如此。
21:10 樂人受禍．他眼~憐恤鄰舍。
31:27 他觀察家務、~吃閒飯。
賽 3: 9 ~隱瞞、好像所多瑪一樣。他
 5:27 腰帶~放鬆、鞋帶也不折斷．
12: 2 ~懼怕．因為主耶和華是我的
31: 2 ~反悔自己的話、卻要興起攻
36:21 ~回答一句、因為王曾吩咐說
40:27 何言、我的冤屈　神~查問。
40:28 ~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
41: 9 的僕人、我揀選你~棄絕你。
42:16 些事我都要行、~離棄他們。
45:23 ~反回、萬膝必向我跪拜、萬
48:21 他們~乾渴、他為他們使水從
50: 6 拔．人辱我吐我、我~掩面。
55:10 ~返回、卻滋潤地土、使地上
耶 9: 3 ~認識我．這是耶和華說的。
11:19 我~知道他們設計謀害我、說
17: 8 ~懼怕、葉子仍必青翠、在乾
24: 6 不拆毀、栽植他們、~拔出。
32:40 ~離開他們、且使他們有敬畏
42:10 栽植你們~拔出．因我為降與
44:17 吃飽飯、享福樂、~見災禍。
46: 5 ~回頭．驚嚇四圍都有．這是
哀 2: 1 的日子、~記念自己的腳凳。
 2: 2 ~顧惜、他發怒傾覆猶大民的
 2:17 ~顧惜、使你的仇敵向你誇耀
 2:21 殺死他們．你殺了、~顧惜。
 3:33 因他~甘心使人受苦、使人憂
 3:42 我們犯罪背逆、你~赦免。
 3:43 我們．你施行殺戮、~顧惜。
結 1: 9 行走~轉身、俱各直往前行。
 1:12 們就往那裏去、行走~轉身。
 1:17 向四方都能直行、~掉轉。
10:11 ~掉轉、頭向何方、他們也隨
10:11 向何方、行走的時候~掉轉。
16:34 人~贈送你、所以你與別的婦
34: 8 知牧養自己、~牧養我的羊．

何 7: 2 他們心裏~思想我記念他們的
 7:14 他們~誠心哀求我、乃在床上
珥 2: 8 彼此~擁擠、向前各行其路．
摩 1: 9 給以東、~記念弟兄的盟約。
哈 2: 3 ~虛謊．雖然遲延、還要等候
亞 8:14 我怎樣定意降禍、~後悔．
11: 5 牧養他們的、~憐恤他們。
路 2:37 ~離開聖殿、禁食祈求、晝夜
 2:43 耶路撒冷．他的父母~知道．
 9:55 你們的心如何、你們~知道。
11:44 墳墓、走在上面的人~知道。
約 1:20 ~隱瞞．明說、我不是基督。
 2: 9 ~知道是那裏來的、只有舀水
 3:20 ~來就光、恐怕他的行為受責
 5:43 你們~接待我．若有別人奉自
10:13 走、因他是雇工、~顧念羊。
16:26 我~對你們說、我要為你們求
16:29 如今你是明說、~用比喻了。
徒 7:48 其實至高者~住人手所造的．
15: 9 了他們的心、~分他們我們。
17:30 　神~監察、如今卻吩咐各處
26:22 ~外乎眾先知和摩西所說、將
羅 7:15 我~作．我所恨惡的、我倒去
 9: 1 ~謊言、有我良心被聖靈感動

林前 1:17 ~用智慧的言語、免得基督的
 5: 2 ~哀痛、把行這事的人從你們

林後 1:13 ~外乎你們所念的、所認識的
12: 5 了我的軟弱以外、我~誇口。
加 3:28 ~分猶太人、希利尼人、自主
弗 6: 9 一位主在天上、他~偏待人。
腓 1:17 ~誠實、意思要加增我捆鎖的
 2:21 己的事、~求耶穌基督的事。
 3: 1 於我~為難、於你們卻是妥當
 4:17 我~求甚麼餽送、所求的就是
西 3:11 在此~分希利尼人、猶太人、
 3:25 受不義的報應．主~偏待人。

提前 1: 4 ~發明　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
門 1:19 我~用對你說、連你自己也是
來 2:16 他~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亞伯
10:37 候、那要來的就來、~遲延。
11:16 ~以為恥．因為他已經給他們
11:23 把他藏了三個月、~怕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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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 1:20 人的怒氣、~成就　神的義。
彼後 2: 3 自古以來~遲延、他們的滅亡
約壹 2:27 ~用人教訓你們．自有主的恩
啟 2: 3 曾為我的名勞苦、~乏倦。
16: 9 名、~悔改將榮耀歸給　神。
16:11 天上的　神、~悔改所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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