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戒 圣经(98次)

新约(32次)
福音书(3)
历史书(4)
保罗书信(18)

马太福音(0) 马可福音(1) 路加福音(2)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4)
罗马书(1) 哥林多前书(4) 哥林多后书(0) 加拉太书(0) 以弗所书(1) 腓立比书(0) 歌罗西书(2) 帖
撒罗尼迦前书(3) 帖撒罗尼迦后书(1) 提摩太前书(2) 提摩太后书(2) 提多书(2) 腓利门书(0)

戒 jiè

普通书信(7) 希伯来书(3) 雅各书(1) 彼得前书(1) 彼得后书(1) 约翰壹书(0)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1)
启示录(0)

律法书(5)
历史书(24)

预言书(0)

约书亚记(0) 士师记(0)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1) 撒母耳记下(0) 列王记上(1) 列王记下(4) 历代
志上(0) 历代志下(7)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5) 以斯帖记(6)

创世纪(1) 出埃及记(1) 利未记(0) 民数记(2) 申命记(1)
旧约(66次)

以赛亚书(1) 耶利米书(4)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18) 但以理书(1)
小先知书(4) 何西阿书(0) 约珥书(0) 阿摩司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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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玛拉基书(2)

大先知书(24)
诗歌智慧书(9) 约伯记(0) 诗篇(5) 箴言(3) 传道书(1) 雅歌(0)

创41:42 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指、
出35:22 打印的~指、和手钏、带来献
民26:10 五十个人、他们就作了警~。
31:50 打印的~指、耳环、手钏、都
申 8:19 亡、这是我今日警~你们的。
撒上 8: 9 只是当警~他们、告诉他们将
王上 2:42 并且警~你说、你当确实的知
王下 6:10 神人所告诉所警~他去的地方

17:12 就是耶和华警~他们不可行的
17:13 劝~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说
17:15 并劝~他们的话、随从虚无的

代下19:10 你们要警~他们、免得他们得
24:19 这先知警~他们、他们却不肯
24:27 和他所受的警~、并他重修
25:16 你行这事不听从我的劝~、我
33:10 耶和华警~玛拿西和他的百姓
33:18 以色列　神的名警~他的言语
36:15 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他们
尼 9:29 又警~他们、要使他们归服你
 9:30 又用你的灵借众先知劝~他们
 9:34 的诫命、和你警~他们的话。
13:15 们卖食物的那日、警~他们。
13:21 我就警~他们说、你们为何在
斯 3:10 于是王从自己手上摘下~指、
 3:12 的首领、又用王的~指盖印．
 8: 2 王摘下自己的~指、就是从哈
 8: 8 用王的~指盖印．因为奉王名
 8: 8 王名所写用王~指盖印的谕旨
 8:10 用王的~指盖印、交给骑御马
诗16: 7 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我。
19:11 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守
32: 8 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你。
50: 7 我要劝~你．我是　神、是你
81: 8 我要劝~你。以色列阿、甚愿
箴 1:25 反轻弃我一切的劝~、不肯受
 1:30 不听我的劝~、藐视我一切的
25:12 智慧人的劝~、在顺从的人耳
传12:12 你当受劝~．著书多、没有穷
赛 3:21 ~指、鼻环．
耶 7:13 我也从早起来警~你们、你们
22:24 虽是我右手上带印的~指、我
35:14 我从早起来警~你们、你们却

38:15 我若劝~你、你必不听从我。
结 3:17 我口中的话、替我警~他们。
 3:18 你若不警~他、也不劝戒他、
 3:18 也不劝~他、使他离开恶行、
 3:19 倘若你警~恶人、他仍不转离
 3:20 因你没有警~他、他必死在罪
 3:21 倘若你警~义人、使他不犯罪
 3:21 他因受警~就必存活、你也救
 5:15 警~、惊骇．这是我耶和华说
14: 8 使他作了警~、笑谈、令人惊
23:48 好叫一切妇人都受警~、不效
33: 3 到那地、若吹角、警~众民．
33: 4 凡听见角声不受警~的、刀剑
33: 5 不受警~．他的罪必归到自己
33: 5 他若受警~、便是救了自己的
33: 6 以致民不受警~、刀剑来杀了
33: 7 我口中的话、替我警~他们。
33: 8 你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恶人、
33: 9 倘若你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
但 9:12 成就了警~我们和审判我们官
摩 3:13 说、当听这话、警~雅各家。
亚 7: 3 在五月间哭泣斋~、现在还当
玛 3: 5 警~行邪术的、犯奸淫的、起
 3:14 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
可 8:30 耶稣就禁~他们、不要告诉人
路15:22 把~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
17: 3 就劝~他．他若懊悔、就饶恕
徒15:20 吩咐他们禁~偶像的污秽和奸
15:29 就是禁~祭偶像的物、和血、
15:29 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不犯
20:31 不住的流泪、劝~你们各人。
罗15:14 诸般的知识、也能彼此劝~。
林前 4:14 乃是警~你们、好像我所亲爱

10: 6 这些事都是我们的鉴~、叫我
10:11 都要作为鉴~．并且写在经上
10:11 正是警~我们这末世的人。
弗 6: 4 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养
西 1:28 劝~各人、教导各人．要把各
 3:16 互相劝~心被恩感歌颂　神。

帖前 5:12 里面治理你们、劝~你们的．
 5:14 要警~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
 5:22 各样的恶事要禁~不作。

帖后 3:12 吩咐劝~这样的人、要安静作
提前 4: 3 又禁~食物、〔或作又叫人戒

 4: 3 或作又叫人~荤〕就是　神所
提后 2:25 用温柔劝~那抵挡的人．或者

 4: 2 责备人、警~人、劝勉人。
多 2:15 劝~人、用各等权柄责备人。
 3:10 警~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
来 8: 5 蒙　神警~他、说、『你要谨
12:25 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他们的
12:25 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我们的呢
雅 2: 2 若有一个人带着金~指、穿着
彼前 2:11 我劝你们要禁~肉体的私欲．
彼后 2: 6 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鉴~．
犹 1: 7 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鉴~。

aBibleTool v0.94.2008.10 1 戒 jiè

http://www.abibletoo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