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枯 圣经(80次)

新约(18次)
福音书(16)
历史书(0)
保罗书信(0)

马太福音(4) 马可福音(6) 路加福音(4) 约翰福音(2)
使徒行传(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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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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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枯 kū

普通书信(2) 希伯来书(0) 雅各书(1) 彼得前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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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历史书(2)

预言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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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1) 出埃及记(0) 利未记(0) 民数记(1) 申命记(0)
旧约(62次)

以赛亚书(14) 耶利米书(4) 耶利米哀歌(2) 以西结书(12)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10) 何西阿书(1) 约珥书(3) 阿摩司书(2)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1) 弥迦书(0) 那鸿书(1)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2)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32)
诗歌智慧书(16) 约伯记(6) 诗篇(9) 箴言(1) 传道书(0) 雅歌(0)

创41:23 ~槁细弱、被东风吹焦了。
民11: 6 现在我们的心血~竭了、除这
王上13: 4 王向神人所伸的手就~干了、
王下19:26 又如未长成而~干的禾稼。
伯 8:12 有割下、比百样的草先~槁。
12:15 水便~干．他再发出水来、水
13:25 子么．要追赶~干的碎稓么．
16: 8 我身体的~瘦也当面见证我的
18:16 他的根本要~干．上边、他的
30: 3 身体~瘦、在荒废凄凉的幽暗
诗 1: 3 叶子也不~干．凡他所作的、
22:15 我的精力~干、如同瓦片．我
31:10 罪孽衰败．我的骨头也~干。
32: 3 因终日唉哼、而骨头~干。
37: 2 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干。
90: 6 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干。
102: 4 如草~干、甚至我忘记吃饭。
102:11 如日影偏斜．我也如草~干。
129: 6 房顶上的草、未长成而~干．
箴17:22 良药．忧伤的灵、使骨~干。
赛 1:30 因为你们必如叶子~干的橡树
11:15 耶和华必使埃及海汊~干．抡
15: 6 青草~干、嫩草灭没、青绿之
19: 6 都必减少~干．苇子和芦荻、
19: 7 都必~干、庄稼被风吹去、归
27:11 枝条~干、必被折断．妇女要
33: 9 利巴嫩羞愧~干．沙仑像旷野
40: 7 草必~干、花必凋残、因为耶
40: 8 草必~干、花必凋残、惟有我
40:24 便都~干、旋风将他们吹去、
42:15 使其上的花草都~干、我要使
52:14 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槁。）
56: 3 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树。
64: 6 我们都像叶子渐渐~干．我们
耶 8:13 叶子也必~干．我所赐给他们
12: 4 通国的青草~干、要到几时呢
23:10 旷野的草场都~干了．他们所
51:36 我必使巴比伦的海~竭、使他
哀 3: 4 他使我的皮肉~干．他折断〔
 4: 8 紧贴骨头、~干如同槁木。
结17: 9 使他~干、使他发的嫩叶都枯
17: 9 使他发的嫩叶都~干了么．也

17:10 岂不全然~干么、必在生长的
17:10 么、必在生长的畦中~干了。
17:24 青树~干、枯树发旺．我耶和
17:24 ~树发旺．我耶和华如此说、
19:12 坚固的枝干折断~干、被火烧
20:47 和~树、猛烈的火焰必不熄灭
37: 2 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干。
37: 4 ~干的骸骨阿、要听耶和华的
37:11 我们的骨头~干了、我们的指
47:12 叶子不~干、果子不断绝．每
何 9:16 根本~干、必不能结果、即或
珥 1:12 葡萄树~干、无花果树衰残。
 1:12 连田野一切的树木也都~干．
 1:17 廪也破坏．因为五谷~干了。
摩 1: 2 要悲哀、迦密的山顶要~干。
 4: 7 块地无雨．无雨的就~干了。
拿 4: 7 虫子、咬这蓖麻、以致~槁。
鸿 1:10 又如~干的碎稓全然烧灭。
亚10:11 使尼罗河的深处都~干．亚述
11:17 他的膀臂必全然~干、他的右
太12:10 那里有一个人~干了一只手。
13: 6 晒、因为没有根、就~干了。
21:19 那无花果树就立刻~干了。
21:20 无花果树怎么立刻~干了呢。
可 3: 1 里有一个人、~干了一只手。
 3: 3 耶稣对那~干一只手的人说、
 4: 6 晒、因为没有根、就~干了。
 9:18 身体~干、我请过你的门徒把
11:20 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干了。
11:21 诅的无花果树、已经~干了。
路 6: 6 在那里有一个人右手~干了。
 6: 8 就对那~干一只手的人说、起
 8: 6 一出来就~干了、因为得不着
23:31 那~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
约 5: 3 血气~干的、许多病人。〔有
15: 6 就像枝子丢在外面~干、人拾
雅 1:11 草就~干、花也凋谢、美容就
彼前 1:24 的花．草必~干、花必凋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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