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敢 聖經(107次)

新約(27次)
福音書(10)
歷史書(2)
保羅書信(10)

馬太福音(2) 馬可福音(2) 路加福音(5) 約翰福音(1)
使徒行傳(2)
羅馬書(3) 哥林多前書(1) 哥林多後書(6) 加拉太書(0) 以弗所書(0) 腓立比書(0) 歌羅西書(0) 帖
撒羅尼迦前書(0) 帖撒羅尼迦後書(0) 提摩太前書(0) 提摩太後書(0)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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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4) 希伯來書(2) 雅各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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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啟示錄(1)

律法書(14)
歷史書(48)

預言書(1)

約書亞記(2) 士師記(4)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15) 撒母耳記下(11) 列王記上(2) 列王記下(4) 歷
代志上(3) 歷代志下(4) 以斯拉記(1)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2)

創世紀(3) 出埃及記(2) 利未記(0) 民數記(4) 申命記(5)
舊約(80次)

以賽亞書(2) 耶利米書(0)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結書(0) 但以理書(1)
小先知書(2) 何西阿書(0) 約珥書(0) 阿摩司書(0)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1)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1)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4)
詩歌智慧書(12) 約伯記(7) 詩篇(3) 箴言(1) 傳道書(1) 雅歌(0)

創18:27 雖然是灰塵、還~對主說話．
18:31 我還~對主說話、假若在那裏
49: 9 公獅、蹲如母獅、誰~惹你。
出10:23 誰也不~起來離開本處、惟有
11: 7 連狗也不~向他們搖舌、好叫
民14:44 他們卻擅~上山頂去、然而耶
15:30 但那擅~行事的、無論是本地
24: 9 誰~惹他．凡給你祝福的、願
24:18 為產業．以色列必行事勇~。
申13:11 就不~在你們中間再行這樣的
17:12 若有人擅~不聽從那侍立在耶
17:13 要聽見害怕、不再擅~行事。
18:20 若有先知擅~託我的名、說我
19:20 就不~在你們中間再行這樣的
書10:21 沒有一人~向以色列人饒舌。
24:16 我們斷不~離棄耶和華去事奉
士 5:18 西布倫人是拚命~死的、拿弗
 6:27 不~在白晝行這事、就在夜間
 8:20 為是童子、害怕、不~拔刀。
 8:28 不~再抬頭．基甸還在的日子

撒上 1:26 我~在你面前起誓、從前在你
 3:15 殿門、不~將默示告訴以利。
 7:13 不~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內。撒
14:26 卻沒有人~用手取蜜入口、因
16:18 是大有勇~的戰士、說話合宜
17:26 竟~向永生　神的軍隊罵陣麼
17:55 我~在王面前起誓、我不知道
18:18 等的家、豈~作王的女婿呢。
20: 3 又~在你面前起誓、我離死不
24: 6 在耶和華面前萬不~伸手害他
24:10 我不~伸手害我的主．因為他
25:17 性情凶暴、無人~與他說話。
25:26 又~在你面前起誓、說、願你
26:11 萬不~伸手害耶和華的受膏者
26:14 說、你是誰、竟~呼叫王呢。

撒下 3:11 懼怕押尼珥、不~回答一句。
10:19 蘭人、不~再幫助亞捫人了。
11:11 我~在王面前起誓、〔原文作
12:18 大衛的臣僕不~告訴他孩子死
14:19 我~在我主我王面前起誓、王
15:21 又~在王面前起誓、無論生死
16:10 誰~說你為甚麼這樣行呢。

17:17 斯在隱羅結那裏等候不~進城
18:12 我也不~伸手害王的兒子．因
23: 6 棘被丟棄．人不~用手拿他．
23:17 我斷不~喝．如此大衛不肯喝

王上21: 3 萬不~將我先人留下的產業給
21: 4 我不~將我先人留下的產業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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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上11:19 我斷不~喝。如此、大衛不肯
19:19 於是亞蘭人不~再幫助亞捫人
21:30 只是大衛不~前去求問　神．

代下13: 3 都是勇~的戰士．耶羅波安也
17:10 甚恐懼、不~與約沙法爭戰。
26:17 率領耶和華勇~的祭司八十人
33:14 堅固城內、設立勇~的軍長。
拉 9: 6 不~向我　神仰面、因為我們
斯 7: 5 擅~起意如此行的是誰、這人
 7: 8 他竟~在宮內、在我面前、凌
伯 9:12 阻擋、誰~問他、你作甚麼。
 9:14 我怎~回答他、怎敢選擇言語
 9:14 怎~選擇言語與他辯論呢。
10:15 也不~抬頭、正是滿心羞愧、
29:24 他們不~自信、我就向他們含
32: 6 不~向你們陳說我的意見。
41:10 沒有那麼凶猛的人~惹他．這
詩50:16 你怎~傳說我的律例、口中提
76: 5 心中勇~的人、都被搶奪．他
131: 1 和測不透的事、我也不~行。
箴24: 7 所以在城門內、不~開口。
傳 8: 4 誰~問他說、你作甚麼呢。
賽 7:25 不~上那裏去．只可成了放牛
19:11 你們怎~對法老說、我是智慧
哀 4:18 以致我們不~在自己的街上行
但11: 3 必有一個勇~的王興起、執掌
彌 1:11 撒南的居民不~出來。伯以薛
亞 1:21 使人不~抬頭．但這些匠人來
太 8: 8 我不~當．只要你說一句話、
22:46 後、也沒有人~再問他甚麼。
可 9:32 卻不明白這話、又不~問他。
12:34 以後、沒有人~再問他甚麼。

路 7: 6 因你到我舍下、我不~當．
 9:45 他們也不~問這話的意思。
18:13 連舉目望天也不~、只捶著胸
20:40 以後他們不~再問他甚麼。
24:41 他們正喜得不~信、並且希奇
約21:12 門徒中沒有一個~問他、你是
徒 5:13 沒有一個~貼近他們．百姓卻
 7:32 摩西戰戰兢兢、不~觀看。
羅 5: 7 為仁人死、或者有~作的。
 9:20 竟~向　神強嘴呢．受造之物
15:18 我甚麼都不~提．只提他藉我

林前 6: 1 怎~在不義的人面前求審、不
林後10: 1 們那裏的時候向你們是勇~的

10: 2 我也以為必須用勇~待這等人
10: 2 那裏的時候、有這樣的勇~。
10:12 因為我們不~將自己和那自薦
11:21 然而人在何事上勇~、（我說
11:21 我說句愚妄話）我也勇~。
來10:35 所以你們不可丟棄勇~的心．
11:34 爭戰顯出勇~、打退外邦的全
雅 4:12 你是誰、竟~論斷別人呢。
猶 1: 9 尚且不~用毀謗的話罪責他、
啟15: 4 誰~不敬畏你、不將榮耀歸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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