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信 聖經(107次)

新約(82次)
福音書(39)
歷史書(7)
保羅書信(23)

馬太福音(4) 馬可福音(8) 路加福音(4) 約翰福音(23)
使徒行傳(7)
羅馬書(5) 哥林多前書(11) 哥林多後書(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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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摩太後書(0) 提多書(1) 腓利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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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12) 希伯來書(5) 雅各書(0) 彼得前書(4) 彼得後書(0) 約翰壹書(2)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0) 猶大
書(1)
啟示錄(1)

律法書(8)
歷史書(5)

預言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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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紀(1) 出埃及記(3) 利未記(0) 民數記(2) 申命記(2)
舊約(25次)

以賽亞書(1) 耶利米書(1)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結書(0)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1) 何西阿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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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3)
詩歌智慧書(8) 約伯記(4) 詩篇(4) 箴言(0) 傳道書(0) 雅歌(0)

創45:26 雅各心裏冰涼、因為~他們。
出 4: 1 他們必~我、也不聽我的話、
 4: 8 也~頭一個神蹟、他們必信第
 4: 9 這兩個神蹟若都~、也不聽你
民14:11 蹟、他們還~我要到幾時呢。
20:12 因為你們~我、不在以色列人
申 1:32 們在這事上卻~耶和華你們的
 9:23 令、~服他、不聽從他的話。
士11:20 西宏卻~服以色列人、不容他
王上10: 7 我先~那些話．及至我來親眼
王下17:14 祖、~服耶和華他們的　神．
代下 9: 6 我先~那些話、及至我來親眼

15: 3 以色列人~真神、沒有訓誨的
伯 4:18 主~靠他的臣僕、並且指他的
 9:16 我、我仍~他真聽我的聲音。
15:15 　神~靠他的眾聖者、在他眼
15:22 他~自己能從黑暗中轉回．他
詩27:13 我若~在活人之地得見耶和華
78:22 因為他們~服　神、不倚賴他
78:32 仍舊犯罪、~他奇妙的作為。
106:24 們又藐視那美地、~他的話、
賽 7: 9 你們若是~、定然不得立穩。
耶40:14 甘的兒子基大利卻~他們的話
哀 4:12 都~敵人和仇敵能進耶路撒冷
哈 1: 5 有人告訴你們、你們總是~。
太13:58 耶穌因為他們~、就在那裏不
17:17 這又~又悖謬的世代阿、我在
21:25 這樣、你們為甚麼~他呢。
21:32 你們卻~他．稅吏和娼妓倒信
可 6: 6 他也詫異他們~、就往周圍鄉
 9:19 ~的世代阿、我在你們這裏要
11:31 這樣、你們為甚麼~他呢。
16:11 了、被馬利亞看見、卻是~。
16:13 門徒．其餘的門徒、也是~。
16:14 責備他們~、心裏剛硬．因為
16:14 因為他們~那些在他復活以後
16:16 的必然得救．~的必被定罪。
路 1:20 只因你~、你必啞巴不能說話
 9:41 這又~又悖謬的世代阿、我在
20: 5 他必說你們為甚麼~他呢．
22:67 我若告訴你們、你們也~．
約 3:12 你們尚且~、若說天上的事、

 3:18 ~的人、罪已經定了、因為他
 3:18 因為他~　神獨生子的名。
 3:36 ~子的人得不著永生、〔原文
 4:48 看見神蹟奇事、你們總是~。
 5:38 因為他所差來的、你們~。
 5:47 你們若~他的書、怎能信我的
 6:36 你們已經看見我、還是~。
 6:64 只是你們中間有~的人。耶穌
 6:64 就知道、誰~他、誰要賣他。
 7: 5 的弟兄說這話、是因為~他。
 8:24 你們若~我是基督、必要死在
 8:45 告訴你們、你們就因此~我。
 8:46 理告訴你們、為甚麼~我呢。
 9:18 猶太人~他從前是瞎眼、後來
10:25 你們~．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
10:26 只是你們~、因為你們不是我
10:38 你們縱然~我、也當信這些事
12:37 了許多神蹟、他們還是~他。
14:10 你~麼。我對你們所說的話、
14:11 即或~、也當因我所作的事信
16: 9 為罪、是因他們~我．
20:25 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總~。
徒 9:26 他們卻都怕他、~他是門徒。
13: 8 敵擋使徒、要叫方伯~真道。
13:41 人告訴你們、你們總是~。』
17: 5 但那~的猶太人心裏嫉妒、招
19: 9 心裏剛硬~、在眾人面前毀謗
27:11 的和船主、~從保羅所說的。
28:24 所說的話、有信的、有~的。
羅 3: 3 即便有~的、這有何妨呢．難
 3: 3 難道他們的~、就廢掉　神的
 4:20 總沒有因~、心裏起疑惑．反
11:20 他們因為~、所以被折下來．
11:23 而且他們若不是長久~、仍要

林前 6: 6 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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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也情願
 7:14 因為~的丈夫、就因著妻子成
 7:14 並且~的妻子、就因著丈夫成
 7:15 倘若那~的人要離去、就由他
10:27 倘有一個~的人請你們赴席、
14:22 乃是為~的人．作先知講道、

14:22 不是為~的人作證據、乃是為
14:23 或是~的人進來、豈不說你們
14:24 偶然有~的、或是不通方言的

林後 4: 4 此等~之人、被這世界的　神
 6:14 你們和~的原不相配、不要同
 6:15 信主的和~主的有甚麼相干呢

帖後 2:12 使一切~真理、倒喜愛不義的
提前 1:13 因我是~不明白的時候而作的

 5: 8 比~的人還不好．不看顧自己
多 1:15 在污穢~的人、甚麼都不潔淨
來 3:12 或有人存著~的惡心、把永生
 3:18 豈不是向那些~從的人麼。
 3:19 入安息、是因為~的緣故了。
 4: 6 音的、因為~從、不得進去．
 4:11 免得有人學那~從的樣子跌倒

彼前 2: 7 在那~的人有話說、『匠人所
 3: 1 若有~從道理的丈夫、他們雖
 3:20 ~從的人．當時進入方舟、藉
 4:17 那~從　神福音的人、將有何

約壹 5:10 ~　神的、就是將　神當作說
 5:10 因~　神為他兒子作的見證。
猶 1: 5 後來就把那些~的滅絕了．這
啟21: 8 ~的、可憎的、殺人的、淫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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