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中 圣经(121次)

新约(23次)
福音书(5)
历史书(2)
保罗书信(2)

马太福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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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歌罗西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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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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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1) 希伯来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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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启示录(13)

律法书(10)
历史书(7)

预言书(13)

约书亚记(0) 士师记(1)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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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0)

创世纪(0) 出埃及记(2) 利未记(0) 民数记(4) 申命记(4)
旧约(98次)

以赛亚书(3) 耶利米书(12)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结书(4) 但以理书(1)
小先知书(11) 何西阿书(2) 约珥书(1) 阿摩司书(1)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1) 那鸿书(1)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1)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2) 玛拉基书(2)

大先知书(21)
诗歌智慧书(49) 约伯记(11) 诗篇(27) 箴言(10) 传道书(1) 雅歌(0)

出13: 9 使耶和华的律法常在你~、因
23:13 不可提、也不可从你~传说。
民30: 2 必要按~所出的一切话行。
30: 6 或是~出了约束自己的冒失话
30:12 妇人~所许的愿、或是约束自
32:24 如今你们~所出的、只管去行
申23:23 就是你~应许、甘心所献的、
30:14 就在你~、在你心里、使你可
31:21 他们后裔的~必念诵不忘．我
32: 1 说话、愿地也听我~的言语。
士11:36 就当照你~所说的向我行、因
撒上17:35 将羊羔从他~救出来．他起来
撒下22: 9 从他~发火焚烧．连炭也着了

23: 2 灵借着我说、他的话在我~。
王上22:22 去要在他众先知~作谎言的灵
代上16:12 和他的奇事、并他~的判语。
代下18:21 要在他众先知~作谎言的灵。
伯 5:15 脱离他们~的刀、和强暴人的
 8: 2 ~的言语如狂风要到几时呢。
13: 6 的辩论、留心听我~的分诉。
15:30 因　神~的气、他要灭亡．〔
20:13 爱恋不舍、含在~．
22:22 你当领受他~的教训、将他的
23:12 我看重他~的言语、过于我需
32: 5 以利户见这三个人~无话回答
37: 2 的声音、是他~所发的响声。
41:19 从他~发出烧着的火把、与飞
41:21 着煤炭、有火焰从他~发出。
诗 5: 9 因为他们的~没有诚实．他们
 8: 2 从婴孩和吃奶的~、建立了能
17: 3 么．我立志叫我~没有过失。
18: 8 从他~发火焚烧．连炭也着了
19:14 愿我~的言语、心里的意念、
33: 6 而造、万象借他~的气而成。
34: 1 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
36: 3 他~的言语、尽是罪孽诡诈．
38:14 如不听见的人、~没有回话。
50:16 我的律例、~提到我的约呢．
54: 2 的祷告、留心听我~的言语。
58: 6 求你敲碎他们~的牙．耶和华
59: 7 他们~喷吐恶言、嘴里有刀、
59:12 因他们~的罪、和嘴里的言语

66:14 时我嘴唇所发的、~所许的。
78: 1 我的训诲、侧耳听我~的话。
78:30 厌、食物还在他们~的时候、
89:34 的约、也不改变我~所出的。
105: 5 和他的奇事、并他~的判语。
119:13 我用嘴唇传扬你~的一切典章
119:72 你~的训言、〔或作律法〕与
119:88 救活．我就遵守你~的法度。
119:103何等甘美．在我~比蜜更甜。
119:108求你悦纳我~的赞美为供物、
135:17 耳却不能听．~也没有气息。
138: 4 因他们听见了你~的言语。
149: 6 愿他们~称赞　神为高、手里
箴 4: 5 记、也不可偏离我~的言语．
 5: 7 听从我、不可离弃我~的话。
 6: 2 你就被~的话语缠住、被嘴里
 7:24 要听从我、留心听我~的话。
 8: 8 我~的言语、都是公义、并无
14: 3 愚妄人~骄傲、如杖责打己身
18: 4 人~的言语、如同深水．智慧
18:20 人~所结的果子、必充满肚腹
26: 7 箴言在愚昧人的~也是如此。
26: 9 箴言在愚昧人的~、好像荆棘
传10:13 他~的言语、起头是愚昧．他
赛11: 4 以~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
30:28 并且在众民的~、必有使人错
53: 9 ~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
耶 5:14 在你~为火、使他们为柴、这
 7:28 民．从他们的~诚实灭绝了。
 9:20 领受他~的言语．又当教导你
17:16 我~所出的言语、都在你面前
36: 4 巴录就从耶利米~、将耶和华
36: 6 就是你从我~所写在书卷上的
36:17 你怎样从他~写这一切话呢。
36:27 上有巴录从耶利米~所写的话
36:32 就从耶利米的~写了犹大王约
44:17 定要成就我们~所出的一切话
44:25 都~说、手里作、说、我们定
45: 1 将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写在
哀 3:62 ~所说的话、以及终日向我所
结 3: 3 我就吃了、~觉得其甜如蜜。
 3:17 所以你要听我~的话、替我警

11: 5 你们~所说的、心里所想的、
33: 7 所以你要听我~的话、替我警
但 4:31 这话在王~尚未说完、有声音
何 2:17 我必从我民的~除掉诸巴力的
 6: 5 以我~的话杀戮他们、我施行
珥 1: 5 号．因为从你们的~断绝了。
摩 3:12 人怎样从狮子~抢回两条羊腿
弥 6:12 说谎言、~的舌头是诡诈的。
鸿 3:12 摇撼、就落在想吃之人的~。
番 3:13 ~也没有诡诈的舌头．而且吃
亚 9: 7 我必除去他~带血之肉、和牙
14:12 眼在眶中干瘪、舌在~溃烂。
玛 2: 6 真实的律法在他~、他嘴里没
 2: 7 人也当由他~寻求律法、因为
太21:16 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完全了
可 9:18 他就~流沫、咬牙切齿、身体
 9:20 在地上、翻来覆去、~流沫。
路 4:22 并希奇他~所出的恩言．又说
 9:39 ~流沫、并且重重的伤害他、
徒15: 7 叫外邦人从我~得听福音之道
22:14 那义者、听他~所出的声音。
西 3: 8 毒〕毁谤、并~污秽的言语。
帖后 2: 8 主耶稣要用~的气灭绝他、用
犹 1:16 ~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谄媚
启 1:16 从他~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
 2:16 里、用我~的剑、攻击他们。
 3:16 所以我必从我~把你吐出去。
 9:17 烟、有硫磺、从马的~出来。
 9:18 ~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
10: 9 发苦、然而在你~要甜如蜜。
10:10 在我~果然甜如蜜．吃了以后
11: 5 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出来
12:15 从~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
14: 5 在他们~察不出谎言来．他们
16:13 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出来
19:15 有利剑从他~出来、可以击杀
19:21 的被骑白马者~出来的剑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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