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敢 圣经(107次)

新约(27次)
福音书(10)
历史书(2)
保罗书信(10)

马太福音(2) 马可福音(2) 路加福音(5) 约翰福音(1)
使徒行传(2)
罗马书(3) 哥林多前书(1) 哥林多后书(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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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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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4) 希伯来书(2) 雅各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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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启示录(1)

律法书(14)
历史书(48)

预言书(1)

约书亚记(2) 士师记(4)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15) 撒母耳记下(11) 列王记上(2) 列王记下(4) 历
代志上(3) 历代志下(4) 以斯拉记(1)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2)

创世纪(3) 出埃及记(2) 利未记(0) 民数记(4) 申命记(5)
旧约(80次)

以赛亚书(2) 耶利米书(0)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结书(0) 但以理书(1)
小先知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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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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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诗歌智慧书(12) 约伯记(7) 诗篇(3) 箴言(1) 传道书(1) 雅歌(0)

创18:27 虽然是灰尘、还~对主说话．
18:31 我还~对主说话、假若在那里
49: 9 公狮、蹲如母狮、谁~惹你。
出10:23 谁也不~起来离开本处、惟有
11: 7 连狗也不~向他们摇舌、好叫
民14:44 他们却擅~上山顶去、然而耶
15:30 但那擅~行事的、无论是本地
24: 9 谁~惹他．凡给你祝福的、愿
24:18 为产业．以色列必行事勇~。
申13:11 就不~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
17:12 若有人擅~不听从那侍立在耶
17:13 要听见害怕、不再擅~行事。
18:20 若有先知擅~托我的名、说我
19:20 就不~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
书10:21 没有一人~向以色列人饶舌。
24:16 我们断不~离弃耶和华去事奉
士 5:18 西布伦人是拚命~死的、拿弗
 6:27 不~在白昼行这事、就在夜间
 8:20 为是童子、害怕、不~拔刀。
 8:28 不~再抬头．基甸还在的日子

撒上 1:26 我~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你
 3:15 殿门、不~将默示告诉以利。
 7:13 不~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撒
14:26 却没有人~用手取蜜入口、因
16:18 是大有勇~的战士、说话合宜
17:26 竟~向永生　神的军队骂阵么
17:55 我~在王面前起誓、我不知道
18:18 等的家、岂~作王的女婿呢。
20: 3 又~在你面前起誓、我离死不
24: 6 在耶和华面前万不~伸手害他
24:10 我不~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
25:17 性情凶暴、无人~与他说话。
25:26 又~在你面前起誓、说、愿你
26:11 万不~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
26:14 说、你是谁、竟~呼叫王呢。

撒下 3:11 惧怕押尼珥、不~回答一句。
10:19 兰人、不~再帮助亚扪人了。
11:11 我~在王面前起誓、〔原文作
12:18 大卫的臣仆不~告诉他孩子死
14:19 我~在我主我王面前起誓、王
15:21 又~在王面前起誓、无论生死
16:10 谁~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

17:17 斯在隐罗结那里等候不~进城
18:12 我也不~伸手害王的儿子．因
23: 6 棘被丢弃．人不~用手拿他．
23:17 我断不~喝．如此大卫不肯喝

王上21: 3 万不~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
21: 4 我不~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

王下 2: 2 又~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
 2: 4 又~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
 2: 6 又~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
 4:30 又~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

代上11:19 我断不~喝。如此、大卫不肯
19:19 于是亚兰人不~再帮助亚扪人
21:30 只是大卫不~前去求问　神．

代下13: 3 都是勇~的战士．耶罗波安也
17:10 甚恐惧、不~与约沙法争战。
26:17 率领耶和华勇~的祭司八十人
33:14 坚固城内、设立勇~的军长。
拉 9: 6 不~向我　神仰面、因为我们
斯 7: 5 擅~起意如此行的是谁、这人
 7: 8 他竟~在宫内、在我面前、凌
伯 9:12 阻挡、谁~问他、你作什么。
 9:14 我怎~回答他、怎敢选择言语
 9:14 怎~选择言语与他辩论呢。
10:15 也不~抬头、正是满心羞愧、
29:24 他们不~自信、我就向他们含
32: 6 不~向你们陈说我的意见。
41:10 没有那么凶猛的人~惹他．这
诗50:16 你怎~传说我的律例、口中提
76: 5 心中勇~的人、都被抢夺．他
131: 1 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行。
箴24: 7 所以在城门内、不~开口。
传 8: 4 谁~问他说、你作什么呢。
赛 7:25 不~上那里去．只可成了放牛
19:11 你们怎~对法老说、我是智慧
哀 4:18 以致我们不~在自己的街上行
但11: 3 必有一个勇~的王兴起、执掌
弥 1:11 撒南的居民不~出来。伯以薛
亚 1:21 使人不~抬头．但这些匠人来
太 8: 8 我不~当．只要你说一句话、
22:46 后、也没有人~再问他什么。
可 9:32 却不明白这话、又不~问他。
12:34 以后、没有人~再问他什么。

路 7: 6 因你到我舍下、我不~当．
 9:45 他们也不~问这话的意思。
18:13 连举目望天也不~、只捶着胸
20:40 以后他们不~再问他什么。
24:41 他们正喜得不~信、并且希奇
约21:12 门徒中没有一个~问他、你是
徒 5:13 没有一个~贴近他们．百姓却
 7:32 摩西战战兢兢、不~观看。
罗 5: 7 为仁人死、或者有~作的。
 9:20 竟~向　神强嘴呢．受造之物
15:18 我什么都不~提．只提他借我

林前 6: 1 怎~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
林后10: 1 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的

10: 2 我也以为必须用勇~待这等人
10: 2 那里的时候、有这样的勇~。
10:12 因为我们不~将自己和那自荐
11:21 然而人在何事上勇~、（我说
11:21 我说句愚妄话）我也勇~。
来10:35 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的心．
11:34 争战显出勇~、打退外邦的全
雅 4:12 你是谁、竟~论断别人呢。
犹 1: 9 尚且不~用毁谤的话罪责他、
启15: 4 谁~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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