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 聖經(143次)

新約(52次)
福音書(19)
歷史書(3)
保羅書信(26)

馬太福音(6) 馬可福音(2) 路加福音(6) 約翰福音(5)
使徒行傳(3)
羅馬書(10) 哥林多前書(3) 哥林多後書(4) 加拉太書(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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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摩太前書(1) 提摩太後書(1) 提多書(1) 腓利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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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4) 希伯來書(2) 雅各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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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律法書(11)
歷史書(21)

預言書(0)

約書亞記(0) 士師記(0)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5) 撒母耳記下(2) 列王記上(2) 列王記下(3) 歷代
志上(1) 歷代志下(3) 以斯拉記(3) 尼希米記(1) 以斯帖記(1)

創世紀(0) 出埃及記(0) 利未記(9) 民數記(1) 申命記(1)
舊約(91次)

以賽亞書(9) 耶利米書(12)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結書(9) 但以理書(1)
小先知書(5) 何西阿書(2) 約珥書(0) 阿摩司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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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1)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32)
詩歌智慧書(22) 約伯記(3) 詩篇(8) 箴言(5) 傳道書(6) 雅歌(0)

利 7:18 ~為可憎嫌的、吃這祭肉的、
13:55 無論正面~面、都要在火中焚
26:21 你們行事若與我~對、不肯聽
26:23 不改正歸我、行事與我~對、
26:24 我就要行事與你們~對、因你
26:27 不聽從我、卻行事與我~對、
26:28 行事與你們~對．又因你們的
26:40 並且承認自己行事與我~對、
26:41 我所以行事與他們~對、把他
民32:35 他錄、朔~、雅謝、約比哈、
申20:12 ~要與你打仗、你就要圍困那
撒上 2: 5 ~作傭人求食、饑餓的、再不

 2: 5 子．多有兒女的、~倒衰微。
 9: 5 不為驢挂心、~為我們擔憂。
10: 2 ~為你擔憂、說、我為兒子怎
29: 4 恐怕他在陣上~為我們的敵人

撒下 7: 2 中、　神的約櫃~在幔子裏。
19:22 使你們今日與我~對呢．今日

王上 2:15 不料國~歸了我兄弟、因他得
13:22 ~倒回來、在耶和華禁止你吃

王下 9:23 亞哈謝說、亞哈謝阿、~了。
11:14 衣服、喊叫說、~了、反了。
11:14 衣服、喊叫說、反了、~了。

代上17: 1 耶和華的約櫃~在幔子裏。
代下23:13 衣服、喊叫說、~了、反了。

23:13 衣服、喊叫說、反了、~了。
28:20 卻沒有幫助他、~倒欺凌他。
拉 4:12 耶路撒冷重建這~叛惡劣的城
 4:15 必在其上查知這城是~叛的城
 4:19 王、其中常有~叛悖逆的事。
尼 6: 6 你和猶大人謀~修造城牆、你
斯 9: 1 猶大人~倒轄制恨他們的人．
伯 7: 4 我盡是~來覆去、直到天亮。
15:13 使你的靈~對　神、也任你的
16: 2 你們安慰人、~叫人愁煩。
詩57: 6 自己~掉在其中。〔細拉〕
78:57 ~倒退後、行詭詐、像他們的
81:14 仇敵、~手攻擊他們的敵人。
106: 7 慈愛、~倒在紅海行了悖逆。
106:14 ~倒在曠野大起慾心、在荒地
106:35 ~與他們混雜相合、學習他們
109: 7 名．願他的祈禱、~成為罪。

132:11 必不~覆、說、我要使你所生
箴 1:25 ~輕棄我一切的勸戒、不肯受
11:24 有吝惜過度的、~致窮乏。
15: 6 財寶．惡人得利、~受擾害。
24:21 不要與~覆無常的人結交．
26:27 頭的、石頭必~滾在他身上。
傳 5:13 是財主積存資財、~害自己．
 6: 2 ~有外人來吃用．這是虛空、
 7:15 ~致滅亡．有惡人行惡、倒享
 8:14 ~照惡人所行的．又有惡人所
 8:14 ~照義人所行的．我說、這也
12: 2 變為黑暗、雨後雲彩~回、
賽 1:20 ~倒悖逆、必被刀劍吞滅．這
 1:25 我必~手加在你身上、煉盡你
 3: 8 與耶和華~對、惹了他榮光的
 5: 2 結好葡萄、~倒結了野葡萄。
31: 2 並不~悔自己的話、卻要興起
45:23 並不~回、萬膝必向我跪拜、
59:15 離惡的人~成掠物。那時、耶
65:12 ~倒行我眼中看為惡的、揀選
66: 4 ~倒行我眼中看為惡的、揀選
耶 1:18 祭司、並地上的眾民~對。
 7:32 ~倒稱為殺戮谷．因為要在陀
19: 6 欣嫩子谷、~倒稱為殺戮谷。
23:30 言語、因此我必與他們~對。
23:31 和華說的．我必與他們~對。
23:32 我必與他們~對．我沒有打發
31:22 你~來復去要到幾時呢．耶和
34:11 後來卻又~悔、叫所任去自由
34:16 你們卻又~悔、褻瀆我的名、
38: 5 何事、王也不能與你們~對。
50:31 我與你~對．因為我追討你的
51:25 我與你~對．我必向你伸手、
哀 3: 3 他真是終日再三~手攻擊我。
結 5: 8 我與你~對、必在列國的眼前
13: 8 我就與你們~對．這是主耶和
13:20 我與你們的靠枕~對、就是你
16:33 你~倒贈送你所愛的人、賄賂
16:34 你行淫與別的婦女相~、因為
16:34 你、所以你與別的婦女相~。
18:10 ~行其中之惡、乃在山上吃過
35:13 增添與我~對的話、我都聽見

38:12 ~手攻擊那從前荒涼現在有人
但11:28 他的心~對聖約、任意而行、
何13: 9 你與我~對、就是反對幫助你
13: 9 就是~對幫助你的、自取敗壞
摩 1: 8 也必~手攻擊以革倫．非利士
番 2: 5 耶和華的話與你~對、說、我
亞13: 7 我必~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
太 3:14 的洗、你~倒上我這裏來麼。
 7: 9 有兒子求餅、~給他石頭呢．
 7:10 求魚、~給他蛇呢。
 9:16 ~帶壞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
23:23 ~倒不行了．這更重的是你們
27:24 ~要生亂、就拿水在眾人面前
可 5:26 也不見好、病勢~倒更重了。
 9:39 名行異能、~倒輕易毀謗我。
路 1:29 又~復思想這樣問安是甚麼意
 2:19 切的事存在心裏、~復思想。
11:11 ~給他石頭呢．求魚、反拿蛇
11:11 求魚、~拿蛇當魚給他呢．
11:12 求雞蛋、~給他蠍子呢。
11:42 ~倒不行了．這原是你們當行
約 1:15 ~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來
 1:30 ~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來
 3:16 他的、不至滅亡、~得永生。
 9:39 看見．能看見的、~瞎了眼。
10:33 是個人、~將自己當作　神。
徒 3:14 ~求著釋放一個凶手給你們．
 7:39 ~棄絕他、心裏歸向埃及、
26:24 的學問太大、~叫你癲狂了。
羅 1:22 自稱為聰明、~成了愚拙、
 2: 8 ~順從不義的、就以忿怒惱恨
 4:20 ~倒因信、心裏得堅固、將榮
 7:10 叫人活的誡命、~倒叫我死．
 7:19 我~不作．我所不願意的惡、
 9:30 ~得了義、就是因信而得的義
 9:31 法的義、~得不著律法的義。
11:11 ~倒因他們的過失、救恩便臨
11:20 住．你不可自高、~要懼怕。
12:21 可為惡所勝、~要以善勝惡。

林前 2:14 ~倒以為愚拙．並且不能知道
 9:27 音給別人、自己~被棄絕了。
16: 9 我開了、並且~對的人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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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 1:17 豈是~復不定麼．我所起的意
 2: 3 ~倒叫我憂愁．我也深信、你
 6: 4 ~倒在各樣的事上、表明自己
 9: 4 ~成了羞愧．你們羞愧、更不
加 2: 7 ~倒看見了主託我傳福音給那
 3:21 律法是與　神的應許~對麼．
 4:14 ~倒接待我、如同　神的使者
腓 2: 7 ~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
帖後 2: 3 必有離道~教的事．並有那大

 3:11 麼工都不作、~倒專管閒事。
提前 1: 6 偏離這些、~去講虛浮的話．
提後 1:17 ~倒在羅馬的時候、殷勤的找
多 2: 8 叫那~對的人、既無處可說我
來12:11 ~覺得愁苦．後來卻為那經練
12:13 ~得痊癒。〔歪腳或作差路〕
雅 1:26 ~欺哄自己的心、這人的虔誠
 2: 6 你們~倒羞辱貧窮人。那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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