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 圣经(88次)

新约(27次)
福音书(4)
历史书(5)
保罗书信(13)

马太福音(2) 马可福音(1) 路加福音(1)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5)
罗马书(1) 哥林多前书(3) 哥林多后书(7) 加拉太书(0) 以弗所书(1) 腓立比书(0) 歌罗西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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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 jù

普通书信(5) 希伯来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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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历史书(16)

预言书(0)

约书亚记(4) 士师记(5) 路得记(1) 撒母耳记上(3) 撒母耳记下(0) 列王记上(0) 列王记下(2) 历代
志上(0) 历代志下(1)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0)

创世纪(7) 出埃及记(5) 利未记(2) 民数记(4) 申命记(6)
旧约(61次)

以赛亚书(3) 耶利米书(5)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5)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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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1)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13)
诗歌智慧书(6) 约伯记(2) 诗篇(2) 箴言(0) 传道书(2) 雅歌(0)

创17:11 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
21:30 羊羔、作我挖这口井的证~。
31:44 以立约、作你我中间的证~。
31:48 今日这石堆作你我中间的证~
31:52 这石堆作证~、这柱子也作证
31:52 这柱子也作证~、我必不过这
42:20 你们的话便有证~、你们也不
出 3:12 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
22:13 看守的要带来当作证~、所撕
24: 8 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
31:13 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
31:17 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
利13:12 ~祭司察看、从头到脚无处不
14:35 ~我看、房屋中似乎有灾病。
民 6: 7 离俗归　神的凭~是在他头上
13:33 ~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
13:33 样、~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
16:28 行的、必有证~使你们知道。
申22:14 同房、见他没有贞洁的凭~。
22:15 就要把女子贞洁的凭~拿出来
22:17 我见你的女儿没有贞洁的凭~
22:17 其实这就是我女儿贞洁的凭~
22:20 真的、女子没有贞洁的凭~、
32:31 ~我们的仇敌自己断定、他们
书 2:12 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
 4: 6 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
22:27 和你我后人中间作证~．好叫
22:28 乃是为作你我中间的证~。
士 2: 6 各归自己的地业、占~地土。
 3:13 攻打以色列人、占~棕树城。
 6:17 求你给我一个证~、使我知道
11:13 占~我的地、从亚嫩河到雅博
11:15 以色列人并没有占~摩押地、
得 4: 7 人、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
撒上 2:34 可作你的证~、他们二人必一

14:10 这话就是我们的证~、我们便
23:23 回来~实的告诉我、我就与你

王下 9:12 你~实的告诉我们．回答说、
19:29 我赐你们一个证~．你们今年

代下32: 1 一切坚固城、想要攻破占~。
伯17: 3 愿主拿凭~给我、自己为我作
21:29 不知道他们所引的证~么。

诗86:17 求你向我显出恩待我的凭~、
122: 4 或作作以色列的证~〕称赞耶
传 6: 3 ~我说、那不到期而落的胎比
 9:13 一样智慧、~我看乃是广大、
赛19:20 为万军之耶和华作记号和证~
37:30 我赐你们一个证~、你们今年
55:13 作为永远的证~、不能剪除。
耶12:14 就是占~我使百姓以色列所承
48:41 保障也被占~、到那日、摩押
49:16 住在山穴中~守山顶的阿、论
51:32 渡口被占~了、苇塘被火烧了
51:41 何竟被占~．巴比伦在列国中
结 7:24 中最恶的人来占~他们的房屋
20:12 好在我与他们中间为证~、使
20:20 这日在我与你们中间为证~、
21:23 ~那些曾起誓的犹大人看来、
36: 4 为四围其余的外邦人所占~、
弥 2: 2 他们贪图田地就占~．贪图房
哈 1: 6 地、占~那不属自己的住处。
太 8: 4 吩咐的礼物、对众人作证~。
26:60 总得不着实~。末后有两个人
可 1:44 吩咐的礼物、对众人作证~。
路 5:14 献上礼物、对众人作证~。
徒 1: 3 用许多的凭~、将自己活活的
14:17 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来
15:19 所以~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
17:31 复活、给万人作可信的凭~。
25:27 ~我看来、解送囚犯、不指明
罗 9:16 ~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意的
林前 7:26 ~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常才

14:22 不是为信的人作证~、乃是为
14:22 不是为不信的人作证~、乃是

林后 1:22 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作凭~。
 5: 5 他又赐给我们圣灵作凭~。〔
 8:24 显明你们爱心的凭~、并我所
 8:24 据、并我所夸奖你们的凭~。
 9:13 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
12:12 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来。
13: 3 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
弗 1:14 是我们得基业的凭~、〔原文
西 2:14 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
来 6:16 并且以起誓为实~、了结各样

 9:20 血就是　神与你们立约的凭~
11: 1 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
11: 2 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
11:39 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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