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除了 聖經(85次)

新約(43次)
福音書(28)
歷史書(1)
保羅書信(10)

馬太福音(8) 馬可福音(7) 路加福音(10) 約翰福音(3)
使徒行傳(1)
羅馬書(1) 哥林多前書(3) 哥林多後書(4) 加拉太書(1) 以弗所書(0) 腓立比書(1) 歌羅西書(0) 帖
撒羅尼迦前書(0) 帖撒羅尼迦後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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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希伯來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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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律法書(12)
歷史書(21)

預言書(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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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紀(3) 出埃及記(3) 利未記(0) 民數記(4) 申命記(2)
舊約(42次)

以賽亞書(4) 耶利米書(1)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0) 但以理書(2)
小先知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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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7)
詩歌智慧書(2) 約伯記(0) 詩篇(2) 箴言(0) 傳道書(0) 雅歌(0)

創39: 6 ~自己所吃的飯、別的事一概
46:26 ~他兒婦之外、凡從他所生的
47:18 們在我主眼前~我們的身體和
出12:16 ~預備各人所要吃的以外、無
12:37 ~婦人孩子、步行的男人約有
20: 3 ~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
民 8:21 ~罪、洗了衣服．亞倫將他們
16:49 ~因可拉事情死的以外、遭瘟
26:65 所以~耶孚尼的兒子迦勒、和
31:32 ~兵丁所奪的財物以外、所擄
申 5: 7 ~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
18: 8 ~他賣祖父產業所得的以外、
書11:13 ~夏瑣以外、以色列人都沒有
11:19 ~基遍的希未人之外、沒有一
17: 5 ~約但河東的基列、和巴珊地
得 2: 7 ~在屋子裏坐一會兒、常在這
撒上30:17 ~四百騎駱駝的少年人之外、
撒下12: 3 ~所買來養活的一隻小母羊羔

22:32 ~耶和華、誰是　神呢．除了
22:32 ~我們的　神、誰是磐石呢。

王上 3:18 ~我們二人之外、房中再沒有
12:20 ~猶大支派以外、沒有順從大
15: 5 ~赫人烏利亞那件事、都是行

王下 4: 2 ~一瓶油之外、沒有甚麼。
 5:15 ~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沒有
24:14 ~國中極貧窮的人以外、沒有

代上15: 2 ~利未人之外、無人可抬　神
代下21:17 ~他小兒子約哈斯〔又名亞哈

23: 6 ~祭司、和供職的利未人之外
尼 2:12 ~我騎的牲口以外、也沒有別
 5:17 ~從四圍外邦中來的猶大人以
斯 2:15 ~掌管女子的太監希該所派定
 5:12 ~我之外不許別人隨王赴席．
詩18:31 ~耶和華、誰是　神呢．除了
18:31 ~我們的　神、誰是磐石呢．
賽45: 5 ~我以外再沒有　神．你雖不
45: 6 使人都知道~我以外、沒有別
45:21 ~我以外、再沒有　神．我是
45:21 主、~我以外、再沒有別神。
耶44:14 ~逃脫的以外、一個都不能歸
但 2:11 ~不與世人同居的神明、沒有
10:21 ~你們的大君米迦勒之外、沒

太11:27 ~父、沒有人知道子．除了子
11:27 ~子和子所願意指示的、沒有
12:39 ~先知約拿的神蹟以外、再沒
13:57 ~本地本家之外、沒有不被人
14:21 吃的人~婦女孩子、約有五千
15:38 人、~婦女孩子、共有四千。
16: 4 ~約拿的神蹟以外、再沒有神
19:17 稱我是良善的~　神以外沒有
可 2: 7 ~　神以外、誰能赦罪呢。
 2:26 這餅~祭司以外、人都不可吃
 6: 4 ~本地親屬本家之外、沒有不
 6: 8 ~柺杖以外、甚麼都不要帶．
 8:14 在船上~一個餅、沒有別的食
10:18 ~　神一位之外、再沒有良善
12:32 ~他以外、再沒有別的　神．
路 3:13 ~例定的數目、不要多取。
 4:27 但內中~敘利亞國的乃縵、沒
 5:21 ~　神以外、誰能赦罪呢。
 6: 4 這餅~祭司以外、別人都不可
 8:51 ~彼得、約翰、雅各、和女兒
10:22 ~父、沒有人知道子是誰．除
10:22 ~子和子所願意指示的、沒有
11:29 ~約拿的神蹟以外、再沒有神
17:18 ~這外族人、再沒有別人回來
18:19 ~　神一位之外、再沒有良善
約 3:13 ~從天降下仍舊在天的人子、
17:12 其中~那滅亡之子、沒有一個
19:15 答說、~該撒、我們沒有王。
徒 8: 1 ~使徒以外、門徒都分散在猶
羅15:18 ~基督藉我作的那些事、我甚
林前 1:14 ~基利司布並該猶以外、我沒

 2:11 ~在人裏頭的靈、誰知道人的
 2:11 ~　神的靈、也沒有人知道

林後 2: 2 ~我叫那憂愁的人以外、誰能
11:28 ~這外面的事、還有為眾教會
12: 5 ~我的軟弱以外、我並不誇口
12:13 ~我不累著你們這一件事、你
加 1:19 ~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沒有看
腓 4:15 ~你們以外、並沒有別的教會
啟 2:17 ~那領受的以外、沒有人能認
13:17 ~那受印記、有了獸名、或有
14: 3 ~從地上買來的那十四萬四千

19:12 名字、~他自己沒有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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