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必要 圣经(115次)

新约(49次)
福音书(28)
历史书(4)
保罗书信(9)

马太福音(15) 马可福音(3) 路加福音(5) 约翰福音(5)
使徒行传(4)
罗马书(4) 哥林多前书(3) 哥林多后书(1) 加拉太书(0) 以弗所书(0) 腓立比书(0) 歌罗西书(0) 帖
撒罗尼迦前书(0) 帖撒罗尼迦后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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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希伯来书(1) 雅各书(1) 彼得前书(1) 彼得后书(0) 约翰壹书(2)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1) 犹大
书(0)
启示录(2)

律法书(23)
历史书(10)

预言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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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4) 出埃及记(11) 利未记(1) 民数记(4) 申命记(3)
旧约(66次)

以赛亚书(2) 耶利米书(7)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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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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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诗歌智慧书(16) 约伯记(3) 诗篇(12) 箴言(1) 传道书(0) 雅歌(0)

创18:10 我~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
18:18 亚伯拉罕~成为强大的国、地
20: 7 你和你所有的人、都~死。
24:40 事奉的耶和华~差遣他的使者
出19:12 界、凡摸这山的、~治死他。
21:12 人以致打死的、~把他治死。
21:15 打父母的、~把他治死。
21:16 是留在他手下、~把他治死。
21:17 咒骂父母的、~把他治死。
21:20 时死在他的手下、他~受刑。
21:36 他~以牛还牛、死牛要归自己
22: 6 都烧尽了、那点火的~赔还。
22:20 祭祀耶和华的、那人~灭绝。
31:14 ~把他治死．凡在这日作工的
31:15 安息日作工的、~把他治死。
利 4:32 ~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羊．
民14:28 我~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
24: 7 必超过亚甲、他的国~振兴。
26:65 他们~死在旷野、所以除了耶
30: 2 ~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行。
申13:15 你~用刀杀那城里的居民、把
21:23 ~当日将他葬埋、免得玷污了
30:18 你们~灭亡、在你过约但河进
士13:22 我们~死、因为看见了　神。
撒上 6: 3 ~给他献赔罪的礼物、然后你

16: 2 ~杀我．耶和华说、你可以带
24:20 我也知道你~作王．以色列的

撒下24:24 我~按着价值向你买、我不肯
王上 1:52 在地上．他若行恶、~死亡。
王下 8:10 好．但耶和华指示我他~死。

18:30 耶和华~拯救我们、这城必不
代上21:24 我~用足价向你买．我不用你
尼 4:12 们说、你们~回到我们那里。
伯11:20 但恶人的眼目~失明、他们无
13:10 若暗中徇情、他~责备你们。
18: 5 ~熄灭、他的火焰、必不照耀
诗 6:10 惶．他们~退后、忽然羞愧。
12: 3 夸大的舌头、耶和华~剪除。
25: 3 有那无故行奸诈的、~羞愧。
63:11 ~夸口．因为说谎之人的口、
72: 9 面前下拜．他的仇敌~餂土。
73:27 ~死亡．凡离弃你行邪淫的、

89:28 远．我与他立的约、~坚定。
112: 2 盛．正直人的后代、~蒙福。
126: 6 ~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
128: 4 畏耶和华的人、~这样蒙福。
139:19 你~杀戮恶人．所以你们好流
140:13 义人~称赞你的名．正直人必
箴22: 5 保守自己生命的、~远离。
赛36:15 耶和华~拯救我们、这城必不
49:18 你~以他们为妆饰佩戴、以他
耶15:11 我~坚固你、使你得好处．灾
15:11 的时候、我~使仇敌央求你。
26: 8 民、都来抓住他说、你~死。
31:20 的心肠恋慕他、我~怜悯他。
36:29 巴比伦王~来毁灭这地、使这
38: 3 这城~交在巴比伦王军队的手
44:29 降祸与你们的话、~立得住。
结 3:18 他~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
17:19 约、我~使这罪归在他头上。
18:13 ~死亡、他的罪必归到他身上
33: 8 你~死．你以西结若不开口警
46: 9 ~直往前行、由对门而出。
但 7:18 ~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
弥 2:12 我~聚集你们、必要招聚以色
 2:12 ~招聚以色列剩下的人、安置
太 8:12 里去．在那里~哀哭切齿了。
12:36 审判的日子、~句句供出来。
13:42 炉里．在那里~哀哭切齿了。
13:50 炉里．在那里~哀哭切齿了。
15:13 是我天父栽种的、~拔出来。
16: 2 天发红、你们就说、天~晴。
19:29 ~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
20:10 他们以为~多得．谁知也是各
20:23 你们~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
21:44 ~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
22:13 暗里．在那里~哀哭切齿了。
24:51 同罪．在那里~哀哭切齿了。
25:30 暗里．在那里~哀哭切齿了。
26:24 人子~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
26:42 ~我喝、就愿你的意旨成全。
可 3:26 争、他就站立不住、~灭亡。
 9: 1 ~看见　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
14:21 人子~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

路12:20 今夜~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
13:28 外面．在那里~哀哭切齿了。
16:30 他们那里去的、他们~悔改。
19:40 不说、这些石头~呼叫起来。
20:18 ~跌碎．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
约 8:12 黑暗里走、~得着生命的光。
 8:24 不信我是基督、~死在罪中。
10: 5 为不认得他的声音．~逃跑。
18:36 我的臣仆~争战、使我不至于
20: 9 思、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
徒 3:23 知的、~从民中全然灭绝。』
 5:38 行的、若是出于人、~败坏．
27:26 只是我们~撞在一个岛上。
28: 6 土人想他~肿起来、或是忽然
罗 8:13 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死．若
 8:13 着圣灵治死身体的恶行~活着
14: 4 而且他也~站住．因为主能使
14:12 我们各人~将自己的事、在

林前 3:17 　神~毁坏那人．因为　神的
15:25 因为基督~作王、等　神把一
16:22 主、这人可诅可咒。主~来。

林后 5:10 ~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各
帖后 3: 4 们所吩咐的、后来也~遵行。
来13: 4 因为苟合行淫的人　神~审判
雅 1:10 因为他~过去、如同草上的花
彼前 5:10 ~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
约壹 1: 9 ~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

 3: 2 我们~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
约叁 1:10 ~提说他所行的事、就是他用
启 1: 1 叫他将~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
22: 6 将那~快成的事指示他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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