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中 圣经(91次)

新约(8次)
福音书(1)
历史书(3)
保罗书信(4)

马太福音(0)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1)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3)
罗马书(1) 哥林多前书(0) 哥林多后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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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摩太后书(0)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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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0) 希伯来书(0) 雅各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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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启示录(0)

律法书(20)
历史书(31)

预言书(0)

约书亚记(2) 士师记(5) 路得记(1) 撒母耳记上(8) 撒母耳记下(5) 列王记上(2) 列王记下(5) 历代
志上(2) 历代志下(0)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1)

创世纪(11) 出埃及记(3) 利未记(4) 民数记(2) 申命记(0)
旧约(8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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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1) 西番雅书(0) 哈该书(1) 撒迦利亚书(1) 玛拉基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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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15: 3 那生在我~的人、就是我的后
20:18 已经使亚比米勒~的妇人、不
31:19 拉结偷了他父亲~的神像。
34:19 他在他父亲~也是人最尊重的
35: 2 雅各就对他~的人、并一切与
36: 6 与~一切的人口、并他的牛羊
39: 2 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
39:11 事、~人没有一个在那屋里。
45: 2 人、和法老~的人都听见了。
50: 4 约瑟对法老~的人说、我若在
50: 7 和法老~的长老、并埃及国的
出10:23 惟有以色列人~都有亮光。
12:15 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除去
12:19 在你们各~、七日之内不可有
利17: 3 凡以色列~的人、宰公牛、或
17: 8 凡以色列~的人、或是寄居在
17:10 凡以色列~的人、或是寄居在
22:18 以色列~的人、或在以色列中
民18:11 凡在你~的洁净人都可以吃。
18:13 你~的洁净人、都可以吃。
书 2:18 你父的全家、都聚集在你~。
 6:17 与他~所有的、可以存活、因
士17: 5 和~的神像、分派他一个儿子
18:14 和~的神像、并雕刻的像、与
18:17 ~的神像、并铸成的像、都拿
18:18 ~的神像、并铸成的像、祭司
18:20 便拿着以弗得和~的神像、并
得 1: 9 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得平安
撒上 2:31 臂、使你~没有一个老年人。

 2:32 在你~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
 2:33 我必不从我坛前灭尽你~的人
 2:33 你~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年。
 7: 1 放在山上亚比拿达的~．分派
18:10 他就在~胡言乱语．大卫照常
19:13 米甲把~的神像、放在床上、
22:14 参谋、并且在王~是尊贵的。

撒下 6:10 运到迦特人、俄别以东的~。
 6:11 柜在迦特人俄别以东~三个月
 6:12 从俄别以东~抬到大卫的城里
12:11 我必从你~兴起祸患攻击你．
12:17 他~的老臣来到他旁边、要把

王上14:13 因为在耶罗波安的~、只有他

17:15 他和他~的人、并以利亚、吃
王下 4: 2 婢女~、除了一瓶油之外、没

 6:32 那时以利沙正坐在~、长老也
20:13 他~和他全国之内、希西家没
20:15 凡我~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
23:24 与~的神像、和偶像、并一切

代上13:13 却运到迦特人俄别以东的~。
13:14 神的约柜在俄别以东~三个月
斯 1:22 使为丈夫的在~作主、各说本
伯29:18 我必死在~、〔原文作窝中〕
诗50: 9 我不从你~取公牛、也不从你
101: 2 我要存完全的心、行在我~。
112: 3 他~有货物、有钱财．他的公
113: 9 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
箴 6:31 必将~所有的、尽都偿还。
15: 6 义人~、多有财宝．恶人得利
21:20 智慧人~积蓄宝物膏油．愚昧
31:15 把食物分给~的人．将当作的
传 2: 7 也有生在~的仆婢．又有许多
歌 8: 7 若有人拿~所有的财宝要换爱
赛 3: 7 因我~没有粮食、也没有衣服
 3:14 贫穷人所夺的、都在你们~。
39: 2 他~和全国之内、希西家没有
39: 4 凡我~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
58: 7 接到你~．见赤身的、给他衣
耶 2:14 是~生的奴仆么．为何成为掠
17:22 从~担出担子去．无论何工都
20: 6 巴施户珥和一切住在你~的人
结 8: 1 我坐在~、犹大的众长老坐在
12: 2 你住在悖逆的~、他们有眼睛
12:24 在以色列~必不再有虚假的异
何 3: 4 像、无以弗得、无~的神像。
 9: 8 网罗、在他　神的~怀怨恨。
摩 1: 4 我却要降火在哈薛的~、烧灭
 3:10 积蓄在自己~的人不知道行正
 7:10 阿摩司在以色列~、图谋背叛
弥 2: 9 从安乐~赶出、又将我的荣耀
 6:10 恶人~不仍有非义之财、和可
哈 2: 5 不住在~、扩充心欲好像阴间
该 1: 9 你们收到~、我就吹去．这是
亚13: 6 这是我在亲友~所受的伤。
路 1:69 在他仆人大卫~、为我们兴起

徒 2:46 且在~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
10:30 我在~守着申初的祷告、忽然
18: 7 到了一个人的~、这人名叫提
罗16: 5 又问在他们~的教会安。问我
提前 3:15 可以知道在　神的~当怎样行

 5: 4 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学着行孝
 5:16 若~有寡妇、自己就当救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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