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肯 聖經(130次)

新約(15次)
福音書(9)
歷史書(1)
保羅書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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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法書(31)
歷史書(49)

預言書(1)

約書亞記(1) 士師記(4) 路得記(2) 撒母耳記上(7) 撒母耳記下(14) 列王記上(4) 列王記下(6) 歷
代志上(3) 歷代志下(5)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2) 以斯帖記(1)

創世紀(6) 出埃及記(14) 利未記(1) 民數記(2) 申命記(8)
舊約(115次)

以賽亞書(4) 耶利米書(12)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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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1)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20)
詩歌智慧書(13) 約伯記(2) 詩篇(2) 箴言(8) 傳道書(1) 雅歌(0)

創24: 5 倘若女子~跟我到這地方來、
24: 8 倘若女子~跟你來、我使你起
24:39 主人說、恐怕女子~跟我來。
37:35 他卻~受安慰、說、我必悲哀
42:21 卻~聽、所以這場苦難臨到我
42:22 只是你們~聽、所以流他血的
出 4:23 你還是~容他去、看哪、我要
 6: 9 們因苦工愁煩、~聽他的話。
 7:13 ~聽從摩西亞倫、正如耶和華
 7:14 法老心裏固執、~容百姓去。
 7:22 ~聽摩西亞倫、正如耶和華所
 8: 2 你若~容他們去、我必使青蛙
 8:15 就硬著心~聽他們、正如耶和
 8:19 ~聽摩西亞倫、正如耶和華所
 9: 2 你若~容他們去、仍舊強留他
10: 3 你在我面前~自卑、要到幾時
10: 4 你若~容我的百姓去、明天我
10:27 法老的心剛硬、~容他們去。
16:28 你們~守我的誡命和律法、要
22:17 若女子的父親決~將女子給他
利26:21 ~聽從我、我就要按你們的罪
民20:21 以東王~容以色列人從他的境
22:14 去、說、巴蘭~和我們同來。
申 1:26 你們卻~上去、竟違背了耶和
 8: 2 心內如何、肯守他的誡命~。
20:12 若~與你和好、反要與你打仗
23: 5 而耶和華你的　神~聽從巴蘭
25: 7 我丈夫的兄弟~在以色列中興
28:55 ~分一點給他的親人、因為他
28:56 是因嬌嫩柔弱~把腳踏地的、
30:17 倘若你心裏偏離~聽從、卻被
書24:10 我~聽巴蘭的話、所以他倒為
士 2:22 照他們列祖謹守遵行我的道~
 3: 4 藉摩西吩咐他們列祖的誡命~
11:28 但亞捫人的王~聽耶弗他打發
20:13 便雅憫人卻~聽從他們弟兄以
得 3:13 倘若~、我指著永生的耶和華
 4: 4 若~贖就告訴我．那人回答說

撒上 8:19 百姓竟~聽撒母耳的話、說、
15: 9 ~滅絕．凡下賤瘦弱的、盡都
22:17 掃羅的臣子卻~伸手殺耶和華
26:23 我卻~伸手害耶和華的受膏者

28:23 掃羅~、說、我不吃。但他的
30:15 你肯領我們到敵軍那裏~．他
31: 4 ~刺他．掃羅就自己伏在刀上

撒下 2:21 亞撒黑卻~轉開不追趕他。
 2:23 亞撒黑仍~轉開、故此押尼珥
 6:10 於是大衛~將耶和華的約櫃運
12:17 他卻~起來、也不同他們吃飯
12:18 他尚且~聽我們的話、若告訴
13: 9 他卻~吃、便說、眾人離開我
13:14 但暗嫩~聽他的話．因比他力
13:16 的更重．但暗嫩~聽他的話。
13:25 王仍是~去、只為他祝福。
14:29 約押卻~來．第二次打發人去
14:29 次打發人去叫他、他仍~來．
23:16 他卻~喝、將水奠在耶和華面
23:17 如此大衛~喝、這是三個勇士
24:24 我~用白得之物作燔祭、獻給

王上12:15 王~依從百姓、這事乃出於耶
20:35 說、你打我吧．那人~打他．
21:15 耶斯列人拿伯~為價銀給你的
22:49 人坐船同去吧．約沙法卻~。

王下 5:17 你若~受、請將兩騾子馱的土
 8:19 仍~滅絕猶大、照他所應許大
13:23 ~滅盡他們、尚未趕逐他們離
14:11 亞瑪謝卻~聽這話．於是以色
18: 7 通．他背叛、~事奉亞述王。
24: 4 耶路撒冷．耶和華決~赦免。

代上10: 4 拿兵器的人甚懼怕、~刺他。
11:18 他卻~喝、將水奠在耶和華面
11:19 大衛~喝。這是三個勇士所作

代下10:15 王~依從百姓．這事乃出於
21: 7 ~滅大衛的家、照他所應許的
24:19 先知警戒他們、他們卻~聽。
25:20 亞瑪謝卻~聽從．這是出乎
35:22 約西亞卻~轉去離開他、改裝
尼 9:17 ~順從、也不記念你在他們中
 9:29 轉肩頭、硬著頸項、~聽從。
斯 1:12 王后瓦實提卻~遵太監所傳的
伯 6: 7 為可厭的食物、我心~挨近。
30: 1 ~安在看守我羊群的狗中。
詩77: 2 舉手禱告．我的心~受安慰。
78:10 　神的約、~照他的律法行．

箴 1:24 你們~聽從．我伸手、無人理
 1:25 一切的勸戒、~受我的責備。
 6:35 雖送許多禮物、他也~干休。
19:24 裏．就是向口撤回、他也~。
20: 4 懶惰人因冬寒~耕種．到收割
21: 7 掃除．因他們~按公平行事。
21:25 將他殺害、因為他手~作工。
29:19 僕人~受管教、他雖然明白、
傳 4:13 勝過年老~納諫的愚昧王。
賽28:12 息、才得舒暢．他們卻~聽。
30: 9 ~聽從耶和華訓誨的兒女。
30:15 在乎平靜安穩．你們竟自~．
42:24 他們~遵行他的道、也不聽從
耶 5: 3 使臉剛硬過於磐石、~回頭。
 8: 5 呢．他們守定詭詐、~回頭。
 9: 6 他們因行詭詐~認識我．這是
11:10 ~聽我的話、犯罪作孽．又隨
13:10 ~聽我的話、按自己頑梗的心
13:11 頌讚、得榮耀．他們卻~聽。
13:27 你~潔淨、還要到幾時呢。
25:28 他們若~從你手接這杯喝、你
27: 8 ~服事這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
31:15 是拉結哭他兒女~受安慰、因
38:21 你若~出去、耶和華指示我的
50:33 都緊緊抓住他們、~釋放。
結 3: 7 以色列家卻~聽從你、因為他
 3: 7 因為他們~聽從我．原來以色
20: 8 ~聽從我、不拋棄他們眼所喜
但 3:28 他們　神以外~事奉敬拜別神
何11: 5 他們的王、因他們~歸向我。
亞 7:11 他們卻~聽從、扭轉肩頭、塞
太 2:18 ~受安慰、因為他們都不在了
18:30 他~、竟去把他下在監裏、等
22: 3 召的人來赴席．他們卻~來。
23: 4 上．但自己一個指頭也~動。
27:34 給耶穌喝。他嘗了、就~喝。
可 6:26 又因同席的人、就~推辭。
路11:46 身上、自己一個指頭卻~動。
15:28 ~進去．他父親就出來勸他。
約 5:40 然而你們~到我這裏來得生命
徒 7:39 我們的祖宗~聽從、反棄絕他
林後12:21 蕩的事、~悔改、我就憂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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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後 3:10 若有人~作工、就不可吃飯。
來11:24 長大了就~稱為法老女兒之子
11:35 ~苟且得釋放、〔釋放原文作
啟 2:21 機會、他卻~悔改他的淫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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