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极其 圣经(82次)

新约(12次)
福音书(8)
历史书(2)
保罗书信(1)

马太福音(4) 马可福音(2) 路加福音(2)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2)
罗马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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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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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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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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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历史书(14)

预言书(0)

约书亚记(0) 士师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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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历代志下(2)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0)

创世纪(8) 出埃及记(2) 利未记(0) 民数记(2) 申命记(1)
旧约(70次)

以赛亚书(10) 耶利米书(5)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结书(10) 但以理书(4)
小先知书(3) 何西阿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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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2)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30)
诗歌智慧书(10) 约伯记(3) 诗篇(6) 箴言(0) 传道书(0) 雅歌(1)

创 7:19 水势在地上~浩大、天下的高
12:14 埃及人看见那妇人~美貌。
16:10 我必使你的后裔~繁多、甚至
17: 2 你立约、使你的后裔~繁多。
17: 6 我必使你的后裔~繁多、国度
17:20 使他昌盛~繁多、他必生十二
24:16 那女子容貌~俊美、还是处女
30:43 于是雅各~发大、得了许多的
出 1: 7 且繁茂、~强盛、满了那地。
 1:20 以色列人多起来、~强盛。
民12: 3 摩西为人~谦和、胜过世上的
32: 1 ~众多．他们看见雅谢地和基
申 6: 3 人数~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
士 2:15 们所起的誓．他们便~困苦。
 3:17 伊矶伦、原来伊矶伦~肥胖。
 6: 6 故、~穷乏、就呼求耶和华。
15: 2 我估定你是~恨他、因此我将

撒上14:24 百姓没有吃什么、就~困惫。
17:11 的这些话、就惊惶、~害怕。
17:24 看见那人、就逃跑、~害怕。
28:21 见他~惊恐、对他说、婢女听

撒下13: 3 儿子、这约拿达为人~狡猾。
13:15 暗嫩~恨他、那恨他的心、比

王上 1: 4 这童女~美貌、他奉养王、伺
代上29:25 ~威严、胜过在他以前的以色
代下11:12 且使城~坚固。犹大和便雅悯

33:12 且在他列祖的　神面前~自卑
伯 2:13 向他说句话．因为他~痛苦。
 3:22 们寻见坟墓就快乐、~欢喜。
30:16 现在我心~悲伤．困苦的日子
诗42: 4 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悲伤。
45:13 ~荣华．他的衣服是用金线绣
78:59 就发怒、~憎恶以色列人．
92: 5 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深。
119:96 限．惟有你的命令、~宽广。
119:140你的话~精炼．所以你的仆人
歌 5:16 他的口~甘甜．他全然可爱。
赛 5:13 贵人甚是饥饿、群众~干渴。
 6:11 房屋空闲无人、地土~荒凉．
16: 6 是~骄傲、听说他狂妄、骄傲
16: 7 列设的葡萄饼哀叹、~忧伤。
17:11 但在愁苦~伤痛的日子、所收

18: 2 自从开国以来那民~可畏、是
18: 7 就是从开国以来~可畏、分地
19:11 ~愚昧、法老大有智慧的谋士
23: 5 及人为推罗的风声、~疼痛。
48: 8 我原知道你行事~诡诈、你自
耶 2:12 ~恐慌、甚为凄凉．这是耶和
10:19 ~重大．我却说、这真是我的
30:12 无法医治、你的伤痕~重大。
48:29 是~骄傲．听说他自高自傲、
50:12 你们的母巴比伦就~抱愧、生
哀 3:23 是新的．你的诚实、~广大。
结 2: 7 告诉他们．他们是~悖逆的。
 6:14 ~荒凉．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
 9: 9 ~重大、遍地有流血的事、满
16: 7 以至~俊美、两乳成形、头发
16:13 你也~美貌、发达到王后的尊
19:10 ~茂盛、〔原文作在你血中〕
27:25 货、你便在海中丰富~荣华。
31: 3 林、~高大、树尖插入云中。
32:10 君王也必因你~恐慌．在你仆
37: 2 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枯干。
但 2:31 ~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
 4:10 见地当中有一棵树、~高大、
 7: 7 ~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
 8: 8 这山羊~自高自大、正强盛的
鸿 3:19 你的伤痕~重大。凡听你信息
亚 1:14 路撒冷为锡安、心里~火热。
 8: 2 我为锡安心里~火热．我为他
太 8:28 ~凶猛、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
17: 6 听见、就俯伏在地、~害怕。
26:37 同去、就忧愁起来、~难过．
27:54 就~害怕、说、这真是　神的
可 9: 3 ~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
14:33 同去、就惊恐起来、~难过。
路16:24 因为我在这火焰里、~痛苦。
22:44 耶稣~伤痛、祷告更加恳切．
徒 5:33 公会的人听见就~恼怒、想要
 7:54 就~恼怒、向司提反咬牙切齿
腓 2:26 并且~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
来12:21 所见的~可怕、甚至摩西说、

aBibleTool v0.94.2008.10 1 极其 jí qí

http://www.abibletoo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