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極其 聖經(82次)

新約(12次)
福音書(8)
歷史書(2)
保羅書信(1)

馬太福音(4) 馬可福音(2) 路加福音(2)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2)
羅馬書(0) 哥林多前書(0) 哥林多後書(0) 加拉太書(0) 以弗所書(0) 腓立比書(1) 歌羅西書(0) 帖
撒羅尼迦前書(0) 帖撒羅尼迦後書(0) 提摩太前書(0) 提摩太後書(0)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極其 jí qí

普通書信(1) 希伯來書(1) 雅各書(0) 彼得前書(0) 彼得後書(0) 約翰壹書(0)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0) 猶大
書(0)
啟示錄(0)

律法書(13)
歷史書(14)

預言書(0)

約書亞記(0) 士師記(4)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4) 撒母耳記下(2) 列王記上(1) 列王記下(0) 歷代
志上(1) 歷代志下(2)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0)

創世紀(8) 出埃及記(2) 利未記(0) 民數記(2) 申命記(1)
舊約(70次)

以賽亞書(10) 耶利米書(5)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結書(10) 但以理書(4)
小先知書(3) 何西阿書(0) 約珥書(0) 阿摩司書(0)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0) 那鴻書(1)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2)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30)
詩歌智慧書(10) 約伯記(3) 詩篇(6) 箴言(0) 傳道書(0) 雅歌(1)

創 7:19 水勢在地上~浩大、天下的高
12:14 埃及人看見那婦人~美貌。
16:10 我必使你的後裔~繁多、甚至
17: 2 你立約、使你的後裔~繁多。
17: 6 我必使你的後裔~繁多、國度
17:20 使他昌盛~繁多、他必生十二
24:16 那女子容貌~俊美、還是處女
30:43 於是雅各~發大、得了許多的
出 1: 7 且繁茂、~強盛、滿了那地。
 1:20 以色列人多起來、~強盛。
民12: 3 摩西為人~謙和、勝過世上的
32: 1 ~眾多．他們看見雅謝地和基
申 6: 3 人數~增多、正如耶和華你列
士 2:15 們所起的誓．他們便~困苦。
 3:17 伊磯倫、原來伊磯倫~肥胖。
 6: 6 故、~窮乏、就呼求耶和華。
15: 2 我估定你是~恨他、因此我將

撒上14:24 百姓沒有吃甚麼、就~困憊。
17:11 的這些話、就驚惶、~害怕。
17:24 看見那人、就逃跑、~害怕。
28:21 見他~驚恐、對他說、婢女聽

撒下13: 3 兒子、這約拿達為人~狡猾。
13:15 暗嫩~恨他、那恨他的心、比

王上 1: 4 這童女~美貌、他奉養王、伺
代上29:25 ~威嚴、勝過在他以前的以色
代下11:12 且使城~堅固。猶大和便雅憫

33:12 且在他列祖的　神面前~自卑
伯 2:13 向他說句話．因為他~痛苦。
 3:22 們尋見墳墓就快樂、~歡喜。
30:16 現在我心~悲傷．困苦的日子
詩42: 4 追想這些事、我的心~悲傷。
45:13 ~榮華．他的衣服是用金線繡
78:59 就發怒、~憎惡以色列人．
92: 5 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深。
119:96 限．惟有你的命令、~寬廣。
119:140你的話~精煉．所以你的僕人
歌 5:16 他的口~甘甜．他全然可愛。
賽 5:13 貴人甚是饑餓、群眾~乾渴。
 6:11 房屋空閒無人、地土~荒涼．
16: 6 是~驕傲、聽說他狂妄、驕傲
16: 7 列設的葡萄餅哀歎、~憂傷。
17:11 但在愁苦~傷痛的日子、所收

18: 2 自從開國以來那民~可畏、是
18: 7 就是從開國以來~可畏、分地
19:11 ~愚昧、法老大有智慧的謀士
23: 5 及人為推羅的風聲、~疼痛。
48: 8 我原知道你行事~詭詐、你自
耶 2:12 ~恐慌、甚為淒涼．這是耶和
10:19 ~重大．我卻說、這真是我的
30:12 無法醫治、你的傷痕~重大。
48:29 是~驕傲．聽說他自高自傲、
50:12 你們的母巴比倫就~抱愧、生
哀 3:23 是新的．你的誠實、~廣大。
結 2: 7 告訴他們．他們是~悖逆的。
 6:14 ~荒涼．他們就知道我是耶和
 9: 9 ~重大、遍地有流血的事、滿
16: 7 以至~俊美、兩乳成形、頭髮
16:13 你也~美貌、發達到王后的尊
19:10 ~茂盛、〔原文作在你血中〕
27:25 貨、你便在海中豐富~榮華。
31: 3 林、~高大、樹尖插入雲中。
32:10 君王也必因你~恐慌．在你仆
37: 2 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枯乾。
但 2:31 ~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狀甚
 4:10 見地當中有一棵樹、~高大、
 7: 7 ~強壯、大有力量、有大鐵牙
 8: 8 這山羊~自高自大、正強盛的
鴻 3:19 你的傷痕~重大。凡聽你信息
亞 1:14 路撒冷為錫安、心裏~火熱。
 8: 2 我為錫安心裏~火熱．我為他
太 8:28 ~凶猛、甚至沒有人能從那條
17: 6 聽見、就俯伏在地、~害怕。
26:37 同去、就憂愁起來、~難過．
27:54 就~害怕、說、這真是　神的
可 9: 3 ~潔白．地上漂布的、沒有一
14:33 同去、就驚恐起來、~難過。
路16:24 因為我在這火焰裏、~痛苦。
22:44 耶穌~傷痛、禱告更加懇切．
徒 5:33 公會的人聽見就~惱怒、想要
 7:54 就~惱怒、向司提反咬牙切齒
腓 2:26 並且~難過、因為你們聽見他
來12:21 所見的~可怕、甚至摩西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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