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 圣经(125次)

新约(68次)
福音书(26)
历史书(11)
保罗书信(10)

马太福音(7) 马可福音(3) 路加福音(16)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11)
罗马书(2) 哥林多前书(2) 哥林多后书(1) 加拉太书(2) 以弗所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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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提摩太前书(0) 提摩太后书(1)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改 gǎi

普通书信(8) 希伯来书(6) 雅各书(1) 彼得前书(0) 彼得后书(1) 约翰壹书(0)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0)
启示录(13)

律法书(6)
历史书(19)

预言书(13)

约书亚记(1) 士师记(0)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2) 撒母耳记下(1) 列王记上(4) 列王记下(3) 历代
志上(0) 历代志下(4) 以斯拉记(2) 尼希米记(1) 以斯帖记(1)

创世纪(3) 出埃及记(0) 利未记(2) 民数记(1) 申命记(0)
旧约(57次)

以赛亚书(1) 耶利米书(8)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0) 但以理书(11)
小先知书(1) 何西阿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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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玛拉基书(1)

大先知书(20)
诗歌智慧书(11) 约伯记(4) 诗篇(6) 箴言(0) 传道书(1) 雅歌(0)

创31: 7 十次~了我的工价．然而　神
31:41 年、你又十次~了我的工价。
35:10 这样、他就~名叫以色列。
利26:23 若仍不~正归我、行事与我反
27:10 人不可~换、也不可更换、或
民32:38 名字是~了的）、又给他们所
书19:47 祖但的名、将利善~名为但．
撒上21:13 就在众人面前~变了寻常的举

28: 8 于是扫罗~了装、穿上别的衣
撒下18:20 ~日可以报信、因为今日王的
王上14: 2 你可以起来~装、使人不知道

20:38 ~换面目、在路旁等候王．
22:30 我要~装上阵．你可以仍穿王
22:30 王服．以色列王就~装上阵。

王下14: 7 拉、~名叫约帖、直到今日。
23:34 给他~名叫约雅敬、却将约哈
24:17 王、给玛探雅~名叫西底家。

代下18:29 我要~装上阵．你可以仍穿王
18:29 于是以色列王~装、他们就上
35:22 ~装要与他打仗、不听从　神
36: 4 ~名叫约雅敬、又将约哈斯带
拉 6:11 无论谁更~这命令、必从他房
 6:12 若有王和民伸手更~这命令、
尼 9: 7 吾珥、给他~名叫亚伯拉罕．
斯 1:19 永不更~、不准瓦实提再到王
伯14:14 候来到。〔被释放或作~变〕
14:20 你~变他的容貌、叫他往而不
29:24 他们不使我脸上的光~变。
38:14 因这光地面~变如泥上印印．
诗15: 4 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
46: 2 所以地虽~变、山虽摇动到海
78:57 他们~变、如同翻背的弓。
89:34 约、也不~变我口中所出的。
102:26 如里衣更换、天地就~变了．
102:27 惟有你永不~变．你的年数没
传 8: 1 光、并使他脸上的暴气~变。
赛40: 4 高高低低的要~为平坦、崎崎
耶 7: 3 你们~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
 7: 5 你们若实在~正行动作为、在
 8: 6 无人悔~恶行、说、我作的是
13:23 古实人岂能~变皮肤呢．豹岂
13:23 豹岂能~变斑点呢．若能、你

18:11 恶道、~正你们的行动作为。
26:13 现在要~正你们的行动作为、
35:15 ~正行为、不随从事奉别神、
但 2: 9 要等候时势~变。现在你们要
 2:21 他~变时候、日期、废王、立
 4:16 使他的心~变、不如人心、给
 5: 9 脸色~变、他的大臣也都惊奇
 6: 8 使禁令决不更~、照玛代和波
 6: 8 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的。
 6:12 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的。
 6:15 禁令、和律例、都不可更~。
 6:17 惩办但以理的事、毫无更~。
 7:25 必想~变节期、和律法．圣民
 7:28 脸色也~变了、却将那事存记
玛 3: 6 因我耶和华是不~变的、所以
太 3: 2 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
 3: 8 出果子来、与悔~的心相称．
 3:11 叫你们悔~．但那在我以后来
 4:17 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
11:20 那些城的人终不悔~、就在那
11:21 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了。
12:41 就悔~了．看哪、在这里有一
可 1: 4 传悔~的洗礼、使罪得赦。
 1:15 近了．你们当悔~、信福音。
 6:12 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
路 3: 3 宣讲悔~的洗礼、使罪得赦．
 3: 5 弯弯曲曲的地方要~为正直、
 3: 5 高高低低的道路要~为平坦。
 3: 8 与悔~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
 5:32 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乃是
 5:32 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
 9:29 他的面貌就~变了、衣服洁白
10:13 早已披麻蒙灰坐在地上悔~了
11:32 就悔~了．看哪、在这里有一
13: 3 你们若不悔~、都要如此灭亡
13: 5 你们若不悔~、都要如此灭亡
15: 7 一个罪人悔~、在天上也要这
15: 7 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的义人
15:10 一个罪人悔~、在　神的使者
16:30 们那里去的、他们必要悔~。
24:47 人要奉他的名传悔~赦罪的道
徒 2:38 你们各人要悔~、奉耶稣基督

 3:19 所以你们当悔~归正、使你们
 5:31 将悔~的心、和赦罪的恩、赐
 6:14 也要~变摩西所交给我们的规
11:18 邦人、叫他们悔~得生命了。
13:24 向以色列众民宣讲悔~的洗礼
17:30 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
19: 4 约翰所行的是悔~的洗、告诉
20:21 证明当向　神悔~、信靠我主
26:20 劝勉他们应当悔~归向　神、
26:20 　神、行事与悔~的心相称。
罗 2: 4 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呢
 2: 5 你竟任着你刚硬不悔~的心、

林前15:51 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变、
15:52 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变。

林后12:21 的事、不肯悔~、我就忧愁。
加 1: 7 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了。
 4:20 ~换口气、因我为你们心里作
弗 4:23 又要将你们的心志~换一新．
腓 3:21 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变形状
提后 2:25 或者　神给他们悔~的心、可
来 1:12 天地就都~变了．惟有你永不
 1:12 惟有你永不~变、你的年数没
 6:17 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的
 6:18 借这两件不更~的事、　神决
 7:12 祭司的职任既已更~、律法也
 7:12 既已更改、律法也必须更~。
雅 1:17 在他并没有~变、也没有转动
彼后 3: 9 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
启 2: 5 并要悔~、行起初所行的事．
 2: 5 你若不悔~、我就临到你那里
 2:16 所以你当悔~、若不悔改、我
 2:16 若不悔~、我就快临到你那里
 2:21 我曾给他悔~的机会、他却不
 2:21 会、他却不肯悔~他的淫行。
 2:22 若不悔~所行的、我也要叫他
 3: 3 并要悔~。若不儆醒、我必临
 3:19 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
 9:20 仍旧不悔~自己手所作的、还
 9:21 又不悔~他们那些凶杀、邪术
16: 9 并不悔~将荣耀归给　神。
16:11 上的　神、并不悔~所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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