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旧 圣经(83次)

新约(43次)
福音书(13)
历史书(0)
保罗书信(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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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 jiù

普通书信(8) 希伯来书(4) 雅各书(0) 彼得前书(0) 彼得后书(1) 约翰壹书(3)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0)
启示录(5)

律法书(14)
历史书(13)

预言书(5)

约书亚记(6) 士师记(2)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0) 撒母耳记下(0) 列王记上(0) 列王记下(3) 历代
志上(0) 历代志下(0) 以斯拉记(1) 尼希米记(1) 以斯帖记(0)

创世纪(7) 出埃及记(3) 利未记(2) 民数记(1) 申命记(1)
旧约(40次)

以赛亚书(3) 耶利米书(2)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1)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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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6)
诗歌智慧书(7) 约伯记(1) 诗篇(6) 箴言(0) 传道书(0) 雅歌(0)

创18:22 但亚伯拉罕仍~站在耶和华面
30:31 承、我便仍~牧放你的羊群。
32: 1 雅各仍~行路、　神的使者遇
38:19 子、仍~穿上作寡妇的衣裳。
40:21 职、他仍~递杯在法老手中。
41:21 那丑陋的样子仍~和先前一样
49:24 但他的弓仍~坚硬、他的手健
出 5: 8 你们仍~向他们要、一点不可
 9: 2 肯容他们去、仍~强留他们、
14:27 海水仍~复原、埃及人避水逃
利13:11 这是肉皮上的~大痲疯、祭司
27:15 上五分之一、房屋仍~归他。
民16:33 地口在他们上头照~合闭、他
申 9:25 耶和华面前照~俯伏四十昼夜
书 4:18 就流到原处、仍~涨过两岸。
 9: 4 拿~口袋、和破裂缝补的旧皮
 9: 4 和破裂缝补的~皮酒袋、驮在
 9: 5 将补过的~鞋穿在脚上、把旧
 9: 5 把~衣服穿在身上、他们所带
 9:13 因为道路甚远、也都穿~了。
士 4:19 给他奶子喝、仍~把他遮盖。
20:32 他们仍~败在我们面前．但以

王下 7: 7 驴、营盘照~、只顾逃命。
 7:10 着的马、和驴、帐棚都照~。
13: 5 于是以色列人仍~安居在家里
拉 3:12 就是见过~殿的老年人、现在
尼13:11 聚利未人、使他们照~供职。
伯32:16 站住不再回答、仍~等候呢。
诗27: 3 刀兵攻击我、我必仍~安稳。
31:14 我仍~倚靠你．我说、你是我
78:17 他们却仍~得罪他、在干燥之
78:32 他们仍~犯罪、不信他奇妙的
78:56 他们仍~试探悖逆至高的　神
102:26 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了．你
赛22:11 可盛~池的水．却不仰望作这
50: 9 他们都像衣服渐渐~了、为蛀
51: 6 地必如衣服渐渐~了．其上的
耶30:18 城必建造在原~的山冈、宫殿
30:18 山冈、宫殿也照~有人居住。
结36:11 我要使你照~有人居住、并要
太 9:16 没有人把新布补在~衣服上．
 9:17 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皮袋里

13:52 从他库里拿出新~的东西来。
可 2:21 没有人把新布缝在~衣服上．
 2:21 带坏了~衣服、破的就更大了
 2:22 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皮袋里
路 2:43 孩童耶稣仍~在耶路撒冷．他
 5:36 补在~衣服上．若是这样、就
 5:36 那块新的、和~的也不相称。
 5:37 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皮袋里
约 3:13 除了从天降下仍~在天的人子
 7: 9 说了这话、仍~住在加利利。
12:24 仍~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
罗 6: 6 因为知道我们的~人、和他同
 7: 6 不按着仪文的~样。〔心灵或
 8:15 仍~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
11:18 你就不可向~枝子夸口、若是

林前 5: 7 应当把~酵除净、好使你们成
 5: 8 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酵、
16: 8 但我要仍~住在以弗所、直等

林后 3:14 直到今日诵读~约的时候、这
 5:17 ~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加 1:10 若仍~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
 2:17 却仍~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
 5:11 我若仍~传割礼、为什么还受
弗 4:22 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人
 4:22 这~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
西 3: 9 因你们已经脱去~人、和旧人
 3: 9 经脱去旧人、和~人的行为、

帖后 1: 4 患难中、仍~存忍耐和信心．
来 1:11 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了．
 8:13 就以前约为~了。但那渐旧渐
 8:13 但那渐~渐衰的、就必快归无
11: 4 然死了、却因这信仍~说话。

彼后 1: 9 忘了他~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
约壹 2: 7 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

 2: 7 这~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
 2:19 就必仍~与我们同在．他们出
启 9:20 仍~不悔改自己手所作的、还
22:11 叫他仍~不义．污秽的、叫他
22:11 叫他仍~污秽．为义的、叫他
22:11 叫他仍~为义．圣洁的、叫他
22:11 义．圣洁的、叫他仍~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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