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作 圣经(98次)

新约(43次)
福音书(17)
历史书(5)
保罗书信(17)

马太福音(2) 马可福音(5) 路加福音(6) 约翰福音(4)
使徒行传(5)
罗马书(2) 哥林多前书(3) 哥林多后书(1) 加拉太书(1) 以弗所书(5) 腓立比书(3) 歌罗西书(0) 帖
撒罗尼迦前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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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作 dāng zuò

普通书信(3) 希伯来书(1) 雅各书(1) 彼得前书(0) 彼得后书(0) 约翰壹书(1)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0)
启示录(1)

律法书(29)
历史书(5)

预言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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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2) 出埃及记(6) 利未记(9) 民数记(12) 申命记(0)
旧约(55次)

以赛亚书(5) 耶利米书(5)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结书(3)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2) 何西阿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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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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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诗歌智慧书(5) 约伯记(0) 诗篇(3) 箴言(1) 传道书(1) 雅歌(0)

创31:15 我们不是被他~外人么．因为
42:30 把我们~窥探那地的奸细。
出 4:16 你要以他~口、他要以你当作
 4:16 他当作口、他要以你~　神。
 5:12 散在埃及遍地、捡碎稓~草。
18:20 指示他们当行的道、~的事。
22:13 看守的要带来~证据、所撕的
36: 7 够作一切~的物、而且有余。
利 1: 9 ~燔祭、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
 2:11 一点蜜、~火祭献给耶和华。
 2:14 新穗子、~初熟之物的素祭．
 9:21 亚伦~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
10:15 ~永得的分．都是照耶和华所
13:51 这皮子无论~何用、这灾病是
23:17 ~初熟之物、献给耶和华。
25:10 第五十年你们要~圣年、在遍
25:12 你们要~圣年．吃地中自出的
民 8:11 为以色列人~摇祭、使他们好
 8:13 将他们~摇祭奉给耶和华。
 8:15 净他们、将他们~摇祭奉上．
 8:19 将利未人~赏赐给亚伦和他的
 8:21 亚伦将他们~摇祭奉到耶和华
10:31 安营、你可以~我们的眼目。
18: 7 我将祭司的职任给你们~赏赐
18: 8 你和你的子孙、~永得的分。
18:11 ~永得的分、凡在你家中的洁
18:17 ~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
18:19 ~永得的分、这是给你和你的
31: 9 有的财物都夺了来、~掳物。
得 3: 4 那里、他必告诉你所~的事。
撒上18:22 喜爱你、所以你~王的女婿。
代下 8:14 在祭司面前作每日所~的、又

13: 8 波安为你们所造~神的金牛犊
23: 3 王的儿子必~王、正如耶和华
诗44:11 你使我们~快要被吃的羊、把
132:13 了锡安、愿意~自己的居所、
149: 4 他要用救恩~谦卑人的妆饰。
箴31:15 中的人．将~的工分派婢女。
传 9:10 凡你手所~的事、要尽力去作
赛 9: 5 都必作为可烧的、~火柴。
10: 2 以寡妇~掳物、以孤儿当作掠
10: 2 妇当作掳物、以孤儿~掠物。

33:21 ~江河宽阔之地．其中必没有
42:24 谁将雅各交出~掳物、将以色
耶15:19 你就可以~我的口、他们必归
20: 5 仇敌要~掠物、带到巴比伦去
37:15 因为他们以这房屋~监牢。
42: 3 我们所当走的路、所~的事。
50:25 在迦勒底人之地有~的事。
哀 3:12 他张弓将我~箭靶子。
结 5: 1 ~剃头刀、用这刀剃你的头发
15: 4 已经抛在火中~柴烧、火既烧
44:14 切事、并作其内一切~之工。
何10: 6 ~礼物、献给耶雷布王．以法
亚12: 3 ~一块重石头．凡举起的、必
太12: 7 就不将无罪的、~有罪的了．
15: 9 ~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
可 7: 7 ~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
 8:38 把我和我的道~可耻的、人子
 8:38 时候、也要把那人~可耻的。
10:17 我~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
13:34 分派各人~的工、又吩咐看门
路 3:10 问他说、这样我们~什么呢。
 3:12 他说、夫子、我们~什么呢。
 3:14 我们~什么呢。约翰说、不要
 9:26 凡把我和我的道~可耻的、人
 9:26 时候、也要把那人~可耻的。
15:19 的儿子、把我~一个雇工吧。
约 2:16 将我父的殿、~买卖的地方。
 5:18 的父、将自己和　神~平等。
 8:53 死了．你将自己~什么人呢。
10:33 你是个人、反将自己~　神。
徒 3:12 为什么把这事~希奇呢．为什
 9: 6 你所~的事、必有人告诉你。
10:15 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俗物。
11: 9 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俗物。
22:10 我~什么。主说、起来、进大
罗 1:21 却不~　神荣耀他、也不感谢
12: 1 ~活祭、是圣洁的、是　神所

林前 1:21 神就乐意用人所~愚拙的道理
 3: 1 不能把你们~属灵的、只得把
 3: 1 只得把你们~属肉体、在基督

林后11:16 也要把我~愚妄人接纳、叫我
加 5:13 将你们的自由~放纵情欲的机

弗 5: 2 ~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
 6:14 用真理~带子束腰、用公义当
 6:14 束腰、用公义~护心镜遮胸．
 6:15 ~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
 6:16 此外又拿着信德~藤牌、可以
腓 3: 7 我现在因基督都~有损的。
 3: 8 我也将万事~有损的、因我以
 4:18 ~极美的香气、为　神所收纳

帖前 5: 8 把信和爱~护心镜遮胸．把得
 5: 8 把得救的盼望~头盔戴上。
来10:29 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平常
雅 5:10 知、~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
约壹 5:10 就是将　神~说谎的．因不信
启11: 1 ~量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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