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还是 圣经(89次)

新约(42次)
福音书(21)
历史书(1)
保罗书信(13)

马太福音(7) 马可福音(4) 路加福音(3) 约翰福音(7)
使徒行传(1)
罗马书(2) 哥林多前书(7) 哥林多后书(1) 加拉太书(1) 以弗所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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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腓利门书(0)

还是 hái shi

普通书信(6) 希伯来书(3) 雅各书(1) 彼得前书(0) 彼得后书(1) 约翰壹书(1)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0)
启示录(1)

律法书(9)
历史书(24)

预言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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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2) 出埃及记(3) 利未记(3) 民数记(0) 申命记(1)
旧约(47次)

以赛亚书(0) 耶利米书(3) 耶利米哀歌(2) 以西结书(4)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1) 何西阿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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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大先知书(9)
诗歌智慧书(4) 约伯记(3) 诗篇(0) 箴言(1) 传道书(0) 雅歌(0)

创19: 8 ~处女、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
24:16 ~处女、也未曾有人亲近他、
出 4:23 你~不肯容他去、看哪、我要
 7:16 野事奉我、到如今你~不听．
 9:30 我知道你们~不惧怕耶和华
利 5:17 ~有了罪、就要担当他的罪孽
13:40 了、他不过是头秃、~洁净。
13:41 他不过是顶门秃、~洁净。
申29:19 顽梗、连累众人、却~平安。
书 9:12 从家里带出来的这饼~热的．
 9:13 我们盛酒的时候~新的．看哪
14:11 我~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
14:11 力量那时如何、现在~如何．
士 7: 4 人~过多．你要带他们下到水
 8: 4 河过渡、虽然疲乏、~追赶。
 9: 2 ~一人管理你们好呢．你们又
16: 9 这样他力气的根由人~不知道
16:13 你到如今~欺哄我、向我说谎
17: 3 成一个像、现在我~交给你。
18:19 ~作以色列一族一支派的祭司
18:26 但人~走他们的路．米迦见他
19:24 ~处女、并有这人的妾、我将
20:27 ~吧兵呢．耶和华说、你们当
21:14 的女子给他们为妻、~不够。

撒上 2:18 那时撒母耳~孩子、穿着细麻
 2:25 然而他们~不听父亲的话、因
13: 7 扫罗~在吉甲、百姓都战战兢
21: 5 少年人的器皿~洁净的．何况

撒下 3:39 今日~软弱．这洗鲁雅的两个
13: 2 他玛~处女．暗嫩以为难向他

王上11:17 那时哈达~幼童．他和他父亲
尼 9:19 你~大施怜悯、在旷野不丢弃
斯 3: 4 他~不听、他们就告诉哈曼、
伯11:11 他虽不留意、~无所不见。
19:16 虽用口求他、他~不回答。
27:14 ~被刀所杀．他的子孙必不得
箴27:22 臼中、他的愚妄~离不了他。
耶 3: 3 你~有娼妓之脸、不顾羞耻。
 3: 5 作你虽这样说~行恶放纵欲心
26: 5 知的话、（你们~没有听从）
哀 4: 6 手于他、~转眼之间被倾覆。
 4:17 ~枉然．我们所盼望的、竟盼

结 8:18 我耳中大声呼求、我~不听。
17:17 和大群众、~不能帮助他。
32:29 ~放在被杀的人中．他们必与
32:30 ~蒙羞．他们未受割礼、和被
何 3: 1 爱葡萄饼、耶和华~爱他们。
太11: 3 是你么、~我们等候别人呢。
12: 5 ~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么。
21:32 见了、后来~不懊悔去信他。
21:36 前更多．园户~照样待他们。
23:17 子呢、~叫金子成圣的殿呢。
23:19 物呢、~叫礼物成圣的坛呢。
26:44 祷告、说的话~与先前一样。
可 6:52 白那分饼的事、心里~愚顽。
 8:17 明白么．你们的心~愚顽么。
 8:21 耶稣说、你们~不明白么。
14:39 祷告、说的话~与先前一样。
路 7:19 是你么。~我们等候别人呢。
 7:20 是你么．~我们等候别人呢。
12:41 为我们说的呢、~为众人呢。
约 6:36 你们已经看见我、~不信。
 6:49 宗在旷野吃过吗哪、~死了。
 6:58 们的祖宗吃过吗哪、~死了。
 8: 7 他们~不住的问他、耶稣就直
 8:14 我的见证~真的．因我知道我
12:37 了许多神迹、他们~不信他。
18:34 的、~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
徒13:28 死的罪来、~求彼拉多杀他。
罗 2: 4 ~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
 4:19 经断绝、他的信心~不软弱．

林前 3: 2 们不能吃、就是如今~不能。
 4:11 我们~又饥、又渴、又赤身露
 4:21 ~要我存慈爱温柔的心呢。
 5: 2 你们~自高自大、并不哀痛、
 9:20 ~作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
11:22 ~藐视　神的教会、叫那没有
14:21 然如此、他们~不听从我。』

林后 1:13 我也盼望你们到底~要认识．
加 1:10 ~要得　神的心呢．我岂是讨
帖前 2: 2 然而~靠我们的　神放开胆量
多 3:11 罪、自己明知不是、~去作。
来 5: 8 ~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
 6:10 先前伺候圣徒、如今~伺候。

 7: 5 文作腰〕~照例取十分之一．
雅 4: 2 ~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
彼后 3: 7 ~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
约壹 2: 9 弟兄、他到如今~在黑暗里。
启 9:20 ~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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