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戒 聖經(98次)

新約(32次)
福音書(3)
歷史書(4)
保羅書信(18)

馬太福音(0) 馬可福音(1) 路加福音(2)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4)
羅馬書(1) 哥林多前書(4) 哥林多後書(0) 加拉太書(0) 以弗所書(1) 腓立比書(0) 歌羅西書(2) 帖
撒羅尼迦前書(3) 帖撒羅尼迦後書(1) 提摩太前書(2) 提摩太後書(2) 提多書(2) 腓利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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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7) 希伯來書(3) 雅各書(1) 彼得前書(1) 彼得後書(1) 約翰壹書(0)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0) 猶大
書(1)
啟示錄(0)

律法書(5)
歷史書(24)

預言書(0)

約書亞記(0) 士師記(0)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1) 撒母耳記下(0) 列王記上(1) 列王記下(4) 歷代
志上(0) 歷代志下(7)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5) 以斯帖記(6)

創世紀(1) 出埃及記(1) 利未記(0) 民數記(2) 申命記(1)
舊約(66次)

以賽亞書(1) 耶利米書(4)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18) 但以理書(1)
小先知書(4) 何西阿書(0) 約珥書(0) 阿摩司書(1)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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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先知書(24)
詩歌智慧書(9) 約伯記(0) 詩篇(5) 箴言(3) 傳道書(1) 雅歌(0)

創41:42 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指、
出35:22 打印的~指、和手釧、帶來獻
民26:10 五十個人、他們就作了警~。
31:50 打印的~指、耳環、手釧、都
申 8:19 亡、這是我今日警~你們的。
撒上 8: 9 只是當警~他們、告訴他們將
王上 2:42 並且警~你說、你當確實的知
王下 6:10 神人所告訴所警~他去的地方

17:12 就是耶和華警~他們不可行的
17:13 勸~以色列人、和猶大人、說
17:15 並勸~他們的話、隨從虛無的

代下19:10 你們要警~他們、免得他們得
24:19 這先知警~他們、他們卻不肯
24:27 和他所受的警~、並他重修
25:16 你行這事不聽從我的勸~、我
33:10 耶和華警~瑪拿西和他的百姓
33:18 以色列　神的名警~他的言語
36:15 從早起來差遣使者去警~他們
尼 9:29 又警~他們、要使他們歸服你
 9:30 又用你的靈藉眾先知勸~他們
 9:34 的誡命、和你警~他們的話。
13:15 們賣食物的那日、警~他們。
13:21 我就警~他們說、你們為何在
斯 3:10 於是王從自己手上摘下~指、
 3:12 的首領、又用王的~指蓋印．
 8: 2 王摘下自己的~指、就是從哈
 8: 8 用王的~指蓋印．因為奉王名
 8: 8 王名所寫用王~指蓋印的諭旨
 8:10 用王的~指蓋印、交給騎御馬
詩16: 7 我的心腸在夜間也警~我。
19:11 況且你的僕人因此受警~、守
32: 8 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勸~你。
50: 7 我要勸~你．我是　神、是你
81: 8 我要勸~你。以色列阿、甚願
箴 1:25 反輕棄我一切的勸~、不肯受
 1:30 不聽我的勸~、藐視我一切的
25:12 智慧人的勸~、在順從的人耳
傳12:12 你當受勸~．著書多、沒有窮
賽 3:21 ~指、鼻環．
耶 7:13 我也從早起來警~你們、你們
22:24 雖是我右手上帶印的~指、我
35:14 我從早起來警~你們、你們卻

38:15 我若勸~你、你必不聽從我。
結 3:17 我口中的話、替我警~他們。
 3:18 你若不警~他、也不勸戒他、
 3:18 也不勸~他、使他離開惡行、
 3:19 倘若你警~惡人、他仍不轉離
 3:20 因你沒有警~他、他必死在罪
 3:21 倘若你警~義人、使他不犯罪
 3:21 他因受警~就必存活、你也救
 5:15 警~、驚駭．這是我耶和華說
14: 8 使他作了警~、笑談、令人驚
23:48 好叫一切婦人都受警~、不效
33: 3 到那地、若吹角、警~眾民．
33: 4 凡聽見角聲不受警~的、刀劍
33: 5 不受警~．他的罪必歸到自己
33: 5 他若受警~、便是救了自己的
33: 6 以致民不受警~、刀劍來殺了
33: 7 我口中的話、替我警~他們。
33: 8 你以西結若不開口警~惡人、
33: 9 倘若你警~惡人轉離所行的道
但 9:12 成就了警~我們和審判我們官
摩 3:13 說、當聽這話、警~雅各家。
亞 7: 3 在五月間哭泣齋~、現在還當
瑪 3: 5 警~行邪術的、犯姦淫的、起
 3:14 在萬軍之耶和華面前苦苦齋~
可 8:30 耶穌就禁~他們、不要告訴人
路15:22 把~指戴在他指頭上．把鞋穿
17: 3 就勸~他．他若懊悔、就饒恕
徒15:20 吩咐他們禁~偶像的污穢和姦
15:29 就是禁~祭偶像的物、和血、
15:29 這幾件你們若能自己禁~不犯
20:31 不住的流淚、勸~你們各人。
羅15:14 諸般的知識、也能彼此勸~。
林前 4:14 乃是警~你們、好像我所親愛

10: 6 這些事都是我們的鑑~、叫我
10:11 都要作為鑑~．並且寫在經上
10:11 正是警~我們這末世的人。
弗 6: 4 只要照著主的教訓和警~、養
西 1:28 勸~各人、教導各人．要把各
 3:16 互相勸~心被恩感歌頌　神。

帖前 5:12 裏面治理你們、勸~你們的．
 5:14 要警~不守規矩的人．勉勵灰
 5:22 各樣的惡事要禁~不作。

帖後 3:12 吩咐勸~這樣的人、要安靜作
提前 4: 3 又禁~食物、〔或作又叫人戒

 4: 3 或作又叫人~葷〕就是　神所
提後 2:25 用溫柔勸~那抵擋的人．或者

 4: 2 責備人、警~人、勸勉人。
多 2:15 勸~人、用各等權柄責備人。
 3:10 警~過一兩次、就要棄絕他．
來 8: 5 蒙　神警~他、說、『你要謹
12:25 為那些棄絕在地上警~他們的
12:25 們違背那從天上警~我們的呢
雅 2: 2 若有一個人帶著金~指、穿著
彼前 2:11 我勸你們要禁~肉體的私慾．
彼後 2: 6 作為後世不敬虔人的鑑~．
猶 1: 7 就受永火的刑罰、作為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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