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达 圣经(109次)

新约(10次)
福音书(2)
历史书(5)
保罗书信(1)

马太福音(1)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1)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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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提摩太前书(0) 提摩太后书(0)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达 dá

普通书信(1) 希伯来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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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历史书(28)

预言书(1)

约书亚记(10) 士师记(2)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2) 撒母耳记下(0) 列王记上(0) 列王记下(3) 历
代志上(1) 历代志下(2) 以斯拉记(6) 尼希米记(1) 以斯帖记(1)

创世纪(5) 出埃及记(5) 利未记(0) 民数记(5) 申命记(0)
旧约(99次)

以赛亚书(9) 耶利米书(7)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结书(1) 但以理书(2)
小先知书(5) 何西阿书(1) 约珥书(0) 阿摩司书(1)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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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约伯记(4) 诗篇(14) 箴言(13) 传道书(0) 雅歌(0)

创18:21 果然尽像那~到我耳中的声音
24:21 得耶和华赐他通~的道路没有
24:40 叫你的道路通~．你就得以在
24:42 愿你叫我所行的道路通~．
24:56 耶和华既赐给我通~的道路、
出 2:23 哀求、他们的哀声~于　神。
 3: 9 在以色列人的哀声~到我耳中
27: 5 下、使网从下~到坛的半腰。
28:42 下体．裤子当从腰~到大腿。
38: 4 板以下、从下~到坛的半腰。
民11: 1 他们的恶语~到耶和华的耳中
11:18 这声音~到了耶和华的耳中、
14:28 我必要照你们~到我耳中的话
17: 5 怨言止息、不再~到我耳中。
34:11 又要~到基尼烈湖的东边。
书16: 7 ~到耶利哥、通到约但河为止
18:14 直~到犹大人的城基列巴力、
18:15 往西~到尼弗多亚的水源．
18:17 ~到亚都冥坡对面的基利绿、
19:11 ~到大巴设、又达到约念前的
19:11 大巴设、又~到约念前的河．
19:22 又~到他泊、沙哈洗玛、伯示
19:26 往西~到迦密、又到希曷立纳
19:27 ~到细步纶、往北到伊弗他伊
19:34 地、~到约但河那里的犹大．
士18: 5 道所行的道路、通~不通达。
18: 5 道所行的道路、通达不通~。

撒上 5:12 合城呼号、声音上~于天。
 9:16 因我民的哀声上~于我、我就

王下 5: 5 我也~信于以色列王。于是乃
18:26 说话、~到城上百姓的耳中。
19:28 又因你狂傲的话~到我耳中、

代上12:32 都通~时务、知道以色列人所
代下21:12 先知以利亚~信与约兰、说、

30:27 们的祷告、~到天上的圣所。
拉 7: 6 通~耶和华以色列　神所赐摩
 7:11 祭司以斯拉是通~耶和华诫命
 7:12 ~于祭司以斯拉通达天上　神
 7:12 祭司以斯拉通~天上　神律法
 7:21 通~天上　神律法的文士祭司
 8:18 带一个通~人来．还有示利比
尼12:26 这都是在约撒~的孙子耶书亚

斯 1:13 都是~时务的明哲人．按王的
伯 5:25 也必知道你的后裔将来发~、
 8: 7 初虽然微小、终久必甚发~。
20: 6 他的尊荣虽~到天上、头虽顶
34:28 至使贫穷人的哀声~到他那里
诗36: 5 诸天．你的信实、~到穹苍。
37: 7 不要因那道路通~的、和那恶
44: 2 待列邦、却叫我们列祖发~。
49: 3 言语．我心要想通~的道理。
57:10 诸天．你的诚实、~到穹苍。
79:11 ~到你面前．愿你按你的大能
88: 2 愿我的祷告~到你面前．求你
88:13 我早晨的祷告要~到你面前。
102: 1 告、容我的呼求~到你面前。
108: 4 过诸天．你的诚实~到穹苍。
119:99 我比我的师傅更通~．因我思
119:130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
119:169愿我的呼吁~到你面前、照你
119:170愿我的恳求~到你面前、照你
箴 1: 2 慧和训诲．分辨通~的言语．
12:16 时显露．通~人能忍辱藏羞。
12:23 通~人隐藏知识．愚昧人的心
13:16 凡通~人都凭知识行事．愚昧
14: 8 通~人的智慧、在乎明白己道
14:15 是话都信．通~人步步谨慎。
14:18 产业．通~人得知识为冠冕。
16:21 必称为通~人．嘴中的甜言、
21: 4 恶人发~、眼高心傲、这乃是
21: 4 这乃是罪．〔发~原文作灯〕
21:16 迷离通~道路的、必住在阴魂
22: 3 通~人见祸藏躲．愚蒙人前往
27:12 通~人见祸藏躲．愚蒙人前往
赛 5:21 为有智慧、自看为通~的人。
15: 4 ~到雅杂．所以摩押带兵器的
15: 8 ~到以基莲．哀号的声音、达
15: 8 哀号的声音、~到比珥以琳。
22: 5 城被攻破、哀声~到山间。
36:11 语和我们说话~到城上百姓的
37:29 又因你狂傲的话~到我耳中、
40:14 训他、将通~的道指教他呢。
52:13 或作行事通~〕必被高举上升
耶14: 2 地上．耶路撒冷的哀声上~。

25:31 必有响声~到地极、因为耶和
48:34 ~到以利亚利、直达到雅杂、
48:34 直~到雅杂、从琐珥达到何罗
48:34 从琐珥~到何罗念、直到伊基
50: 2 米罗~惊惶．巴比伦的神像都
51: 9 的审判通于上天、~到穹苍。
哀 3: 8 他使我的祷告、不得上~。
结16:13 其美貌、发~到王后的尊荣。
但 1: 4 通~各样学问、知识聪明俱备
10: 1 但以理通~这事、明白这异象
何14: 9 谁是通~人、可以知道这一切
摩 5:13 所以通~人见这样的时势、必
拿 1: 2 因为他们的恶~到我面前。
 2: 7 入你的圣殿、~到你的面前。
亚 1:17 必再丰盛发~．耶和华必再安
太11:25 向聪明通~人、就藏起来、向
路10:21 向聪明通~人就藏起来、向婴
徒10: 4 ~到　神面前已蒙记念了。
10:31 ~到　神面前已蒙记念了。
13: 7 士求保罗是个通~人．他请了
19:24 他使这样手艺人生意发~。
22: 5 我又领了他们~与弟兄的书信

林后10:12 己比较自己、乃是不通~的。
来 5:14 习练得通~、就能分辨好歹了
启 1:11 ~与以弗所、士每拿、别迦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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