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信 圣经(107次)

新约(82次)
福音书(39)
历史书(7)
保罗书信(23)

马太福音(4) 马可福音(8) 路加福音(4) 约翰福音(23)
使徒行传(7)
罗马书(5) 哥林多前书(11) 哥林多后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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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摩太后书(0) 提多书(1) 腓利门书(0)

不信 bú xìn

普通书信(12) 希伯来书(5) 雅各书(0) 彼得前书(4) 彼得后书(0) 约翰壹书(2)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1)
启示录(1)

律法书(8)
历史书(5)

预言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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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1) 出埃及记(3) 利未记(0) 民数记(2) 申命记(2)
旧约(25次)

以赛亚书(1) 耶利米书(1)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结书(0)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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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1)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3)
诗歌智慧书(8) 约伯记(4) 诗篇(4) 箴言(0) 传道书(0) 雅歌(0)

创45:26 雅各心里冰凉、因为~他们。
出 4: 1 他们必~我、也不听我的话、
 4: 8 也~头一个神迹、他们必信第
 4: 9 这两个神迹若都~、也不听你
民14:11 迹、他们还~我要到几时呢。
20:12 因为你们~我、不在以色列人
申 1:32 们在这事上却~耶和华你们的
 9:23 令、~服他、不听从他的话。
士11:20 西宏却~服以色列人、不容他
王上10: 7 我先~那些话．及至我来亲眼
王下17:14 祖、~服耶和华他们的　神．
代下 9: 6 我先~那些话、及至我来亲眼

15: 3 以色列人~真神、没有训诲的
伯 4:18 主~靠他的臣仆、并且指他的
 9:16 我、我仍~他真听我的声音。
15:15 　神~靠他的众圣者、在他眼
15:22 他~自己能从黑暗中转回．他
诗27:13 我若~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
78:22 因为他们~服　神、不倚赖他
78:32 仍旧犯罪、~他奇妙的作为。
106:24 们又藐视那美地、~他的话、
赛 7: 9 你们若是~、定然不得立稳。
耶40:14 甘的儿子基大利却~他们的话
哀 4:12 都~敌人和仇敌能进耶路撒冷
哈 1: 5 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
太13:58 耶稣因为他们~、就在那里不
17:17 这又~又悖谬的世代阿、我在
21:25 这样、你们为什么~他呢。
21:32 你们却~他．税吏和娼妓倒信
可 6: 6 他也诧异他们~、就往周围乡
 9:19 ~的世代阿、我在你们这里要
11:31 这样、你们为什么~他呢。
16:11 了、被马利亚看见、却是~。
16:13 门徒．其余的门徒、也是~。
16:14 责备他们~、心里刚硬．因为
16:14 因为他们~那些在他复活以后
16:16 的必然得救．~的必被定罪。
路 1:20 只因你~、你必哑巴不能说话
 9:41 这又~又悖谬的世代阿、我在
20: 5 他必说你们为什么~他呢．
22:67 我若告诉你们、你们也~．
约 3:12 你们尚且~、若说天上的事、

 3:18 ~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
 3:18 因为他~　神独生子的名。
 3:36 ~子的人得不着永生、〔原文
 4:48 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
 5:38 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
 5:47 你们若~他的书、怎能信我的
 6:36 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
 6:64 只是你们中间有~的人。耶稣
 6:64 就知道、谁~他、谁要卖他。
 7: 5 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他。
 8:24 你们若~我是基督、必要死在
 8:45 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我。
 8:46 理告诉你们、为什么~我呢。
 9:18 犹太人~他从前是瞎眼、后来
10:25 你们~．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
10:26 只是你们~、因为你们不是我
10:38 你们纵然~我、也当信这些事
12:37 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他。
14:10 你~么。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14:11 即或~、也当因我所作的事信
16: 9 为罪、是因他们~我．
20:25 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
徒 9:26 他们却都怕他、~他是门徒。
13: 8 敌挡使徒、要叫方伯~真道。
13:41 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
17: 5 但那~的犹太人心里嫉妒、招
19: 9 心里刚硬~、在众人面前毁谤
27:11 的和船主、~从保罗所说的。
28:24 所说的话、有信的、有~的。
罗 3: 3 即便有~的、这有何妨呢．难
 3: 3 难道他们的~、就废掉　神的
 4:20 总没有因~、心里起疑惑．反
11:20 他们因为~、所以被折下来．
11:23 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仍要

林前 6: 6 状、而且告在~主的人面前。
 7:12 倘若某弟兄有~的妻子、妻子
 7:13 妻子有~的丈夫、丈夫也情愿
 7:14 因为~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
 7:14 并且~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
 7:15 倘若那~的人要离去、就由他
10:27 倘有一个~的人请你们赴席、
14:22 乃是为~的人．作先知讲道、

14:22 不是为~的人作证据、乃是为
14:23 或是~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
14:24 偶然有~的、或是不通方言的

林后 4: 4 此等~之人、被这世界的　神
 6:14 你们和~的原不相配、不要同
 6:15 信主的和~主的有什么相干呢

帖后 2:12 使一切~真理、倒喜爱不义的
提前 1:13 因我是~不明白的时候而作的

 5: 8 比~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
多 1:15 在污秽~的人、什么都不洁净
来 3:12 或有人存着~的恶心、把永生
 3:18 岂不是向那些~从的人么。
 3:19 入安息、是因为~的缘故了。
 4: 6 音的、因为~从、不得进去．
 4:11 免得有人学那~从的样子跌倒

彼前 2: 7 在那~的人有话说、『匠人所
 3: 1 若有~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
 3:20 ~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
 4:17 那~从　神福音的人、将有何

约壹 5:10 ~　神的、就是将　神当作说
 5:10 因~　神为他儿子作的见证。
犹 1: 5 后来就把那些~的灭绝了．这
启21: 8 ~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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