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舊 聖經(83次)

新約(43次)
福音書(13)
歷史書(0)
保羅書信(17)

馬太福音(3) 馬可福音(3) 路加福音(4) 約翰福音(3)
使徒行傳(0)
羅馬書(4) 哥林多前書(3) 哥林多後書(2) 加拉太書(3) 以弗所書(2) 腓立比書(0) 歌羅西書(2) 帖
撒羅尼迦前書(0) 帖撒羅尼迦後書(1) 提摩太前書(0) 提摩太後書(0)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舊 jiù

普通書信(8) 希伯來書(4) 雅各書(0) 彼得前書(0) 彼得後書(1) 約翰壹書(3)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0) 猶大
書(0)
啟示錄(5)

律法書(14)
歷史書(13)

預言書(5)

約書亞記(6) 士師記(2)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0) 撒母耳記下(0) 列王記上(0) 列王記下(3) 歷代
志上(0) 歷代志下(0) 以斯拉記(1) 尼希米記(1) 以斯帖記(0)

創世紀(7) 出埃及記(3) 利未記(2) 民數記(1) 申命記(1)
舊約(40次)

以賽亞書(3) 耶利米書(2)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1)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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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6)
詩歌智慧書(7) 約伯記(1) 詩篇(6) 箴言(0) 傳道書(0) 雅歌(0)

創18:22 但亞伯拉罕仍~站在耶和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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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上作寡婦的衣裳。
40:21 職、他仍~遞杯在法老手中。
41:21 那醜陋的樣子仍~和先前一樣
49:24 但他的弓仍~堅硬、他的手健
出 5: 8 你們仍~向他們要、一點不可
 9: 2 肯容他們去、仍~強留他們、
14:27 海水仍~復原、埃及人避水逃
利13:11 這是肉皮上的~大痲瘋、祭司
27:15 上五分之一、房屋仍~歸他。
民16:33 地口在他們上頭照~合閉、他
申 9:25 耶和華面前照~俯伏四十晝夜
書 4:18 就流到原處、仍~漲過兩岸。
 9: 4 拿~口袋、和破裂縫補的舊皮
 9: 4 和破裂縫補的~皮酒袋、馱在
 9: 5 將補過的~鞋穿在腳上、把舊
 9: 5 把~衣服穿在身上、他們所帶
 9:13 因為道路甚遠、也都穿~了。
士 4:19 給他奶子喝、仍~把他遮蓋。
20:32 他們仍~敗在我們面前．但以

王下 7: 7 驢、營盤照~、只顧逃命。
 7:10 著的馬、和驢、帳棚都照~。
13: 5 於是以色列人仍~安居在家裏
拉 3:12 就是見過~殿的老年人、現在
尼13:11 聚利未人、使他們照~供職。
伯32:16 站住不再回答、仍~等候呢。
詩27: 3 刀兵攻擊我、我必仍~安穩。
31:14 我仍~倚靠你．我說、你是我
78:17 他們卻仍~得罪他、在乾燥之
78:32 他們仍~犯罪、不信他奇妙的
78:56 他們仍~試探悖逆至高的　神
102:26 天地都要如外衣漸漸~了．你
賽22:11 可盛~池的水．卻不仰望作這
50: 9 他們都像衣服漸漸~了、為蛀
51: 6 地必如衣服漸漸~了．其上的
耶30:18 城必建造在原~的山岡、宮殿
30:18 山岡、宮殿也照~有人居住。
結36:11 我要使你照~有人居住、並要
太 9:16 沒有人把新布補在~衣服上．
 9:17 也沒有人把新酒裝在~皮袋裏

13:52 從他庫裏拿出新~的東西來。
可 2:21 沒有人把新布縫在~衣服上．
 2:21 帶壞了~衣服、破的就更大了
 2:22 也沒有人把新酒裝在~皮袋裏
路 2:43 孩童耶穌仍~在耶路撒冷．他
 5:36 補在~衣服上．若是這樣、就
 5:36 那塊新的、和~的也不相稱。
 5:37 也沒有人把新酒裝在~皮袋裏
約 3:13 除了從天降下仍~在天的人子
 7: 9 說了這話、仍~住在加利利。
12:24 仍~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
羅 6: 6 因為知道我們的~人、和他同
 7: 6 不按著儀文的~樣。〔心靈或
 8:15 仍~害怕．所受的乃是兒子的
11:18 你就不可向~枝子誇口、若是

林前 5: 7 應當把~酵除淨、好使你們成
 5: 8 所以我們守這節不可用~酵、
16: 8 但我要仍~住在以弗所、直等

林後 3:14 直到今日誦讀~約的時候、這
 5:17 ~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加 1:10 若仍~討人的喜歡、我就不是
 2:17 卻仍~是罪人、難道基督是叫
 5:11 我若仍~傳割禮、為甚麼還受
弗 4:22 要脫去你們從前行為上的~人
 4:22 這~人是因私慾的迷惑、漸漸
西 3: 9 因你們已經脫去~人、和舊人
 3: 9 經脫去舊人、和~人的行為、

帖後 1: 4 患難中、仍~存忍耐和信心．
來 1:11 天地都要像衣服漸漸~了．
 8:13 就以前約為~了。但那漸舊漸
 8:13 但那漸~漸衰的、就必快歸無
11: 4 然死了、卻因這信仍~說話。

彼後 1: 9 忘了他~日的罪已經得了潔淨
約壹 2: 7 乃是你們從起初所受的~命令

 2: 7 這~命令就是你們所聽見的道
 2:19 就必仍~與我們同在．他們出
啟 9:20 仍~不悔改自己手所作的、還
22:11 叫他仍~不義．污穢的、叫他
22:11 叫他仍~污穢．為義的、叫他
22:11 叫他仍~為義．聖潔的、叫他
22:11 義．聖潔的、叫他仍~聖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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