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 圣经(143次)

新约(52次)
福音书(19)
历史书(3)
保罗书信(26)

马太福音(6) 马可福音(2) 路加福音(6) 约翰福音(5)
使徒行传(3)
罗马书(10) 哥林多前书(3) 哥林多后书(4) 加拉太书(3) 以弗所书(0) 腓立比书(1) 歌罗西书(0) 
帖撒罗尼迦前书(0) 帖撒罗尼迦后书(2) 提摩太前书(1) 提摩太后书(1) 提多书(1) 腓利门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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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4) 希伯来书(2) 雅各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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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律法书(11)
历史书(21)

预言书(0)

约书亚记(0) 士师记(0)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5) 撒母耳记下(2) 列王记上(2) 列王记下(3) 历代
志上(1) 历代志下(3) 以斯拉记(3) 尼希米记(1) 以斯帖记(1)

创世纪(0) 出埃及记(0) 利未记(9) 民数记(1) 申命记(1)
旧约(91次)

以赛亚书(9) 耶利米书(12)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结书(9) 但以理书(1)
小先知书(5) 何西阿书(2) 约珥书(0) 阿摩司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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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1)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32)
诗歌智慧书(22) 约伯记(3) 诗篇(8) 箴言(5) 传道书(6) 雅歌(0)

利 7:18 ~为可憎嫌的、吃这祭肉的、
13:55 无论正面~面、都要在火中焚
26:21 你们行事若与我~对、不肯听
26:23 不改正归我、行事与我~对、
26:24 我就要行事与你们~对、因你
26:27 不听从我、却行事与我~对、
26:28 行事与你们~对．又因你们的
26:40 并且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对、
26:41 我所以行事与他们~对、把他
民32:35 他录、朔~、雅谢、约比哈、
申20:12 ~要与你打仗、你就要围困那
撒上 2: 5 ~作佣人求食、饥饿的、再不

 2: 5 子．多有儿女的、~倒衰微。
 9: 5 不为驴挂心、~为我们担忧。
10: 2 ~为你担忧、说、我为儿子怎
29: 4 恐怕他在阵上~为我们的敌人

撒下 7: 2 中、　神的约柜~在幔子里。
19:22 使你们今日与我~对呢．今日

王上 2:15 不料国~归了我兄弟、因他得
13:22 ~倒回来、在耶和华禁止你吃

王下 9:23 亚哈谢说、亚哈谢阿、~了。
11:14 衣服、喊叫说、~了、反了。
11:14 衣服、喊叫说、反了、~了。

代上17: 1 耶和华的约柜~在幔子里。
代下23:13 衣服、喊叫说、~了、反了。

23:13 衣服、喊叫说、反了、~了。
28:20 却没有帮助他、~倒欺凌他。
拉 4:12 耶路撒冷重建这~叛恶劣的城
 4:15 必在其上查知这城是~叛的城
 4:19 王、其中常有~叛悖逆的事。
尼 6: 6 你和犹大人谋~修造城墙、你
斯 9: 1 犹大人~倒辖制恨他们的人．
伯 7: 4 我尽是~来复去、直到天亮。
15:13 使你的灵~对　神、也任你的
16: 2 你们安慰人、~叫人愁烦。
诗57: 6 自己~掉在其中。〔细拉〕
78:57 ~倒退后、行诡诈、像他们的
81:14 仇敌、~手攻击他们的敌人。
106: 7 慈爱、~倒在红海行了悖逆。
106:14 ~倒在旷野大起欲心、在荒地
106:35 ~与他们混杂相合、学习他们
109: 7 名．愿他的祈祷、~成为罪。

132:11 必不~复、说、我要使你所生
箴 1:25 ~轻弃我一切的劝戒、不肯受
11:24 有吝惜过度的、~致穷乏。
15: 6 财宝．恶人得利、~受扰害。
24:21 不要与~复无常的人结交．
26:27 头的、石头必~滚在他身上。
传 5:13 是财主积存资财、~害自己．
 6: 2 ~有外人来吃用．这是虚空、
 7:15 ~致灭亡．有恶人行恶、倒享
 8:14 ~照恶人所行的．又有恶人所
 8:14 ~照义人所行的．我说、这也
12: 2 变为黑暗、雨后云彩~回、
赛 1:20 ~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这
 1:25 我必~手加在你身上、炼尽你
 3: 8 与耶和华~对、惹了他荣光的
 5: 2 结好葡萄、~倒结了野葡萄。
31: 2 并不~悔自己的话、却要兴起
45:23 并不~回、万膝必向我跪拜、
59:15 离恶的人~成掠物。那时、耶
65:12 ~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拣选
66: 4 ~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拣选
耶 1:18 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对。
 7:32 ~倒称为杀戮谷．因为要在陀
19: 6 欣嫩子谷、~倒称为杀戮谷。
23:30 言语、因此我必与他们~对。
23:31 和华说的．我必与他们~对。
23:32 我必与他们~对．我没有打发
31:22 你~来复去要到几时呢．耶和
34:11 后来却又~悔、叫所任去自由
34:16 你们却又~悔、亵渎我的名、
38: 5 何事、王也不能与你们~对。
50:31 我与你~对．因为我追讨你的
51:25 我与你~对．我必向你伸手、
哀 3: 3 他真是终日再三~手攻击我。
结 5: 8 我与你~对、必在列国的眼前
13: 8 我就与你们~对．这是主耶和
13:20 我与你们的靠枕~对、就是你
16:33 你~倒赠送你所爱的人、贿赂
16:34 你行淫与别的妇女相~、因为
16:34 你、所以你与别的妇女相~。
18:10 ~行其中之恶、乃在山上吃过
35:13 增添与我~对的话、我都听见

38:12 ~手攻击那从前荒凉现在有人
但11:28 他的心~对圣约、任意而行、
何13: 9 你与我~对、就是反对帮助你
13: 9 就是~对帮助你的、自取败坏
摩 1: 8 也必~手攻击以革伦．非利士
番 2: 5 耶和华的话与你~对、说、我
亚13: 7 我必~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
太 3:14 的洗、你~倒上我这里来么。
 7: 9 有儿子求饼、~给他石头呢．
 7:10 求鱼、~给他蛇呢。
 9:16 ~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
23:23 ~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
27:24 ~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
可 5:26 也不见好、病势~倒更重了。
 9:39 名行异能、~倒轻易毁谤我。
路 1:29 又~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
 2:19 切的事存在心里、~复思想。
11:11 ~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
11:11 求鱼、~拿蛇当鱼给他呢．
11:12 求鸡蛋、~给他蝎子呢。
11:42 ~倒不行了．这原是你们当行
约 1:15 ~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
 1:30 ~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
 3:16 他的、不至灭亡、~得永生。
 9:39 看见．能看见的、~瞎了眼。
10:33 是个人、~将自己当作　神。
徒 3:14 ~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
 7:39 ~弃绝他、心里归向埃及、
26:24 的学问太大、~叫你癫狂了。
罗 1:22 自称为聪明、~成了愚拙、
 2: 8 ~顺从不义的、就以忿怒恼恨
 4:20 ~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
 7:10 叫人活的诫命、~倒叫我死．
 7:19 我~不作．我所不愿意的恶、
 9:30 ~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
 9:31 法的义、~得不着律法的义。
11:11 ~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
11:20 住．你不可自高、~要惧怕。
12:21 可为恶所胜、~要以善胜恶。

林前 2:14 ~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
 9:27 音给别人、自己~被弃绝了。
16: 9 我开了、并且~对的人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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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后 1:17 岂是~复不定么．我所起的意
 2: 3 ~倒叫我忧愁．我也深信、你
 6: 4 ~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
 9: 4 ~成了羞愧．你们羞愧、更不
加 2: 7 ~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
 3:21 律法是与　神的应许~对么．
 4:14 ~倒接待我、如同　神的使者
腓 2: 7 ~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像、
帖后 2: 3 必有离道~教的事．并有那大

 3:11 么工都不作、~倒专管闲事。
提前 1: 6 偏离这些、~去讲虚浮的话．
提后 1:17 ~倒在罗马的时候、殷勤的找
多 2: 8 叫那~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
来12:11 ~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
12:13 ~得痊癒。〔歪脚或作差路〕
雅 1:26 ~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
 2: 6 你们~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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