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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约(31次)
福音书(5)
历史书(4)
保罗书信(16)

马太福音(3)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2)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4)
罗马书(6) 哥林多前书(4) 哥林多后书(1) 加拉太书(2) 以弗所书(2) 腓立比书(0) 歌罗西书(0) 帖
撒罗尼迦前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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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希伯来书(0) 雅各书(0) 彼得前书(0) 彼得后书(0) 约翰壹书(1)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0)
启示录(5)

律法书(10)
历史书(4)

预言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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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3) 出埃及记(0) 利未记(0) 民数记(1) 申命记(6)
旧约(68次)

以赛亚书(10) 耶利米书(3)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6) 但以理书(4)
小先知书(5) 何西阿书(0) 约珥书(0) 阿摩司书(1) 俄巴底亚书(1) 约拿书(0) 弥迦书(0) 那鸿书(2) 哈巴谷

书(1)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23)
诗歌智慧书(26) 约伯记(5) 诗篇(16) 箴言(2) 传道书(3) 雅歌(0)

创 3:19 你本是尘土、仍要~尘土。
41:35 城里作食物、~法老的手下。
48: 6 他们可以~他们弟兄的名下得
民 2:34 ~本纛、安营起行．都是照耶
申15: 9 你求告耶和华、罪便~你了。
19:10 业的地上、流血的罪就~你。
22: 8 掉下来、流血的罪就~你家。
33: 7 引导他~本族．他曾用手为自
33:16 愿这些福都~约瑟的头上、归
33:16 ~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

代上10:14 杀、把国~耶西的儿子大卫。
12:18 我们是~你的、耶西的儿子阿
尼 4: 4 你使他们的毁谤~他们的头上
11:36 几班曾住在犹大地~便雅悯的
伯 3:16 ~无有、如同未见光的婴孩。
 8:22 愧．恶人的帐棚、必~无有。
10: 9 一般．你还要使我~尘土么。
19:10 我便~死亡．将我的指望如树
20:26 他的财宝~黑暗．人所不吹的
诗 7: 5 使我的荣耀~灰尘。〔细拉〕
 7: 7 环绕你．愿你从其上~高位。
 9: 6 连他们的名号、都~无有。
33:10 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无有、
37:10 恶人要~无有．你就是细察他
37:10 细察他的住处、也要~无有。
59:13 以至~无有、叫他们知道　神
90: 3 你使人~尘土、说、你们世人
90:17 ~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
103:17 ~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
103:17 他的公义、也~子子孙孙．
104:29 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尘土。
104:35 愿恶人~无有。我的心哪、要
119:25 我的性命几乎~尘土．求你照
125: 5 出去受刑。愿平安~以色列。
128: 6 女的儿女。愿平安~以色列。
箴10:25 恶人~无有．义人的根基却是
12: 7 ~无有．义人的家、必站得住
传 3:20 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尘土。
12: 7 尘土仍~地、灵仍归于赐灵的
12: 7 归于地、灵仍~赐灵的　神。
赛15: 1 ~无有．一夜之间、摩押的基
15: 1 的基珥、变为荒废、~无有．

16: 4 勒索人的~无有、毁灭的事止
19: 7 干、庄稼被风吹去、~无有。
21:16 基达的一切荣耀必~无有．
24:11 为昏暗．地上的欢乐~无有。
24:16 荣耀~义人。我却说、我消灭
34:12 却无一个．首领也都~无有。
40:23 他使君王~虚无、使地上的审
45:16 抱愧蒙羞、都要一同~惭愧。
耶10:24 中惩治我、恐怕使我~无有。
47: 5 平原中所剩的亚实基伦~无有
49:10 舍、尽都灭绝、他也~无有。
结16: 8 你就~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21:13 若那藐视的杖~无有、怎么样
23: 4 他们都~我、生了儿女。论到
26:18 海中的群岛见你~无有、就都
32:12 他们必使埃及的骄傲~无有．
35:10 这二国这二邦必~我、我必得
但 4:34 我的聪明复~我、我便称颂至
 4:36 那时我的聪明复~我、为我国
 4:36 也都复~我、并且我的谋士和
11:19 障、却要绊跌仆倒、~无有。
摩 5: 5 被掳掠、伯特利也必~无有。
俄 1:16 且喝且咽、他们就~无有。
鸿 1:12 ~无有。犹大阿、我虽然使你
 1:14 我必因你鄙陋使你~坟墓。
哈 2:13 ~虚空、不都是出于万军之耶
太21: 9 和散那~大卫的子孙、〔和散
21:15 和散那~大卫的子孙．就甚恼
28:19 作给他们施洗~父子圣灵的名
路 1:16 列人回转、~主他们的　神。
20:14 我们杀他吧、使产业~我们。
徒 5:36 附从他的全都散了、~无有。
 7:60 不要将这罪~他们。说了这话
13:34 不再~朽坏、就这样说、『我
15:14 们中间选取百姓~自己的名下
罗 4:14 信就~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
 7: 3 他若~别人、便叫淫妇．丈夫
 7: 3 虽然~别人、也不是淫妇。
 7: 4 叫你们~别人、就是归于那从
 7: 4 就是~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
11:36 ~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

林前 8: 6 我们也~他．并有一位主、就

13: 8 终必~无有．说方言之能、终
13: 8 必停止、知识也终必~无有。
13:10 来到、这有限的必~无有了。

林后 9:11 就借着我们使感谢~　神。
加 1: 5 但愿荣耀~　神直到永永远远
 3:17 的律法废掉、叫应许~虚空。
弗 1:10 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一。
 4:13 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一

帖前 3: 5 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徒然。
约壹 5: 8 水、与血这三样也都~一。
启 5: 9 中买了人来、叫他们~　神、
 5:10 ~　神．在地上执掌王权。
17: 8 又要~沉沦。凡住在地上名字
17:11 和那七位同列、并且~沉沦。
18:17 这么大的富厚就~无有了。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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