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肯 圣经(130次)

新约(15次)
福音书(9)
历史书(1)
保罗书信(2)

马太福音(5) 马可福音(1) 路加福音(2) 约翰福音(1)
使徒行传(1)
罗马书(0) 哥林多前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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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希伯来书(2) 雅各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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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律法书(31)
历史书(49)

预言书(1)

约书亚记(1) 士师记(4) 路得记(2) 撒母耳记上(7) 撒母耳记下(14) 列王记上(4) 列王记下(6) 历
代志上(3) 历代志下(5)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2) 以斯帖记(1)

创世纪(6) 出埃及记(14) 利未记(1) 民数记(2) 申命记(8)
旧约(115次)

以赛亚书(4) 耶利米书(12)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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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1)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20)
诗歌智慧书(13) 约伯记(2) 诗篇(2) 箴言(8) 传道书(1) 雅歌(0)

创24: 5 倘若女子~跟我到这地方来、
24: 8 倘若女子~跟你来、我使你起
24:39 主人说、恐怕女子~跟我来。
37:35 他却~受安慰、说、我必悲哀
42:21 却~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
42:22 只是你们~听、所以流他血的
出 4:23 你还是~容他去、看哪、我要
 6: 9 们因苦工愁烦、~听他的话。
 7:13 ~听从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
 7:14 法老心里固执、~容百姓去。
 7:22 ~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
 8: 2 你若~容他们去、我必使青蛙
 8:15 就硬着心~听他们、正如耶和
 8:19 ~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
 9: 2 你若~容他们去、仍旧强留他
10: 3 你在我面前~自卑、要到几时
10: 4 你若~容我的百姓去、明天我
10:27 法老的心刚硬、~容他们去。
16:28 你们~守我的诫命和律法、要
22:17 若女子的父亲决~将女子给他
利26:21 ~听从我、我就要按你们的罪
民20:21 以东王~容以色列人从他的境
22:14 去、说、巴兰~和我们同来。
申 1:26 你们却~上去、竟违背了耶和
 8: 2 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
20:12 若~与你和好、反要与你打仗
23: 5 而耶和华你的　神~听从巴兰
25: 7 我丈夫的兄弟~在以色列中兴
28:55 ~分一点给他的亲人、因为他
28:56 是因娇嫩柔弱~把脚踏地的、
30:17 倘若你心里偏离~听从、却被
书24:10 我~听巴兰的话、所以他倒为
士 2:22 照他们列祖谨守遵行我的道~
 3: 4 借摩西吩咐他们列祖的诫命~
11:28 但亚扪人的王~听耶弗他打发
20:13 便雅悯人却~听从他们弟兄以
得 3:13 倘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
 4: 4 若~赎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

撒上 8:19 百姓竟~听撒母耳的话、说、
15: 9 ~灭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
22:17 扫罗的臣子却~伸手杀耶和华
26:23 我却~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

28:23 扫罗~、说、我不吃。但他的
30:15 你肯领我们到敌军那里~．他
31: 4 ~刺他．扫罗就自己伏在刀上

撒下 2:21 亚撒黑却~转开不追赶他。
 2:23 亚撒黑仍~转开、故此押尼珥
 6:10 于是大卫~将耶和华的约柜运
12:17 他却~起来、也不同他们吃饭
12:18 他尚且~听我们的话、若告诉
13: 9 他却~吃、便说、众人离开我
13:14 但暗嫩~听他的话．因比他力
13:16 的更重．但暗嫩~听他的话。
13:25 王仍是~去、只为他祝福。
14:29 约押却~来．第二次打发人去
14:29 次打发人去叫他、他仍~来．
23:16 他却~喝、将水奠在耶和华面
23:17 如此大卫~喝、这是三个勇士
24:24 我~用白得之物作燔祭、献给

王上12:15 王~依从百姓、这事乃出于耶
20:35 说、你打我吧．那人~打他．
21:15 耶斯列人拿伯~为价银给你的
22:49 人坐船同去吧．约沙法却~。

王下 5:17 你若~受、请将两骡子驮的土
 8:19 仍~灭绝犹大、照他所应许大
13:23 ~灭尽他们、尚未赶逐他们离
14:11 亚玛谢却~听这话．于是以色
18: 7 通．他背叛、~事奉亚述王。
24: 4 耶路撒冷．耶和华决~赦免。

代上10: 4 拿兵器的人甚惧怕、~刺他。
11:18 他却~喝、将水奠在耶和华面
11:19 大卫~喝。这是三个勇士所作

代下10:15 王~依从百姓．这事乃出于
21: 7 ~灭大卫的家、照他所应许的
24:19 先知警戒他们、他们却~听。
25:20 亚玛谢却~听从．这是出乎
35:22 约西亚却~转去离开他、改装
尼 9:17 ~顺从、也不记念你在他们中
 9:29 转肩头、硬着颈项、~听从。
斯 1:12 王后瓦实提却~遵太监所传的
伯 6: 7 为可厌的食物、我心~挨近。
30: 1 ~安在看守我羊群的狗中。
诗77: 2 举手祷告．我的心~受安慰。
78:10 　神的约、~照他的律法行．

箴 1:24 你们~听从．我伸手、无人理
 1:25 一切的劝戒、~受我的责备。
 6:35 虽送许多礼物、他也~干休。
19:24 里．就是向口撤回、他也~。
20: 4 懒惰人因冬寒~耕种．到收割
21: 7 扫除．因他们~按公平行事。
21:25 将他杀害、因为他手~作工。
29:19 仆人~受管教、他虽然明白、
传 4:13 胜过年老~纳谏的愚昧王。
赛28:12 息、才得舒畅．他们却~听。
30: 9 ~听从耶和华训诲的儿女。
30:15 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自~．
42:24 他们~遵行他的道、也不听从
耶 5: 3 使脸刚硬过于磐石、~回头。
 8: 5 呢．他们守定诡诈、~回头。
 9: 6 他们因行诡诈~认识我．这是
11:10 ~听我的话、犯罪作孽．又随
13:10 ~听我的话、按自己顽梗的心
13:11 颂赞、得荣耀．他们却~听。
13:27 你~洁净、还要到几时呢。
25:28 他们若~从你手接这杯喝、你
27: 8 ~服事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
31:15 是拉结哭他儿女~受安慰、因
38:21 你若~出去、耶和华指示我的
50:33 都紧紧抓住他们、~释放。
结 3: 7 以色列家却~听从你、因为他
 3: 7 因为他们~听从我．原来以色
20: 8 ~听从我、不抛弃他们眼所喜
但 3:28 他们　神以外~事奉敬拜别神
何11: 5 他们的王、因他们~归向我。
亚 7:11 他们却~听从、扭转肩头、塞
太 2:18 ~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
18:30 他~、竟去把他下在监里、等
22: 3 召的人来赴席．他们却~来。
23: 4 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动。
27:34 给耶稣喝。他尝了、就~喝。
可 6:26 又因同席的人、就~推辞。
路11:46 身上、自己一个指头却~动。
15:28 ~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
约 5:40 然而你们~到我这里来得生命
徒 7:39 我们的祖宗~听从、反弃绝他
林后12:21 荡的事、~悔改、我就忧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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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后 3:10 若有人~作工、就不可吃饭。
来11:24 长大了就~称为法老女儿之子
11:35 ~苟且得释放、〔释放原文作
启 2:21 机会、他却~悔改他的淫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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