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枯 聖經(80次)

新約(18次)
福音書(16)
歷史書(0)
保羅書信(0)

馬太福音(4) 馬可福音(6) 路加福音(4) 約翰福音(2)
使徒行傳(0)
羅馬書(0) 哥林多前書(0) 哥林多後書(0) 加拉太書(0) 以弗所書(0) 腓立比書(0) 歌羅西書(0) 帖
撒羅尼迦前書(0) 帖撒羅尼迦後書(0) 提摩太前書(0) 提摩太後書(0)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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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2) 希伯來書(0) 雅各書(1) 彼得前書(1) 彼得後書(0) 約翰壹書(0)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0) 猶大
書(0)
啟示錄(0)

律法書(2)
歷史書(2)

預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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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紀(1) 出埃及記(0) 利未記(0) 民數記(1) 申命記(0)
舊約(62次)

以賽亞書(14) 耶利米書(4) 耶利米哀歌(2) 以西結書(12)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10) 何西阿書(1) 約珥書(3) 阿摩司書(2)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1) 彌迦書(0) 那鴻書(1)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2)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32)
詩歌智慧書(16) 約伯記(6) 詩篇(9) 箴言(1) 傳道書(0) 雅歌(0)

創41:23 ~槁細弱、被東風吹焦了。
民11: 6 現在我們的心血~竭了、除這
王上13: 4 王向神人所伸的手就~乾了、
王下19:26 又如未長成而~乾的禾稼。
伯 8:12 有割下、比百樣的草先~槁。
12:15 水便~乾．他再發出水來、水
13:25 子麼．要追趕~乾的碎稓麼．
16: 8 我身體的~瘦也當面見證我的
18:16 他的根本要~乾．上邊、他的
30: 3 身體~瘦、在荒廢淒涼的幽暗
詩 1: 3 葉子也不~乾．凡他所作的、
22:15 我的精力~乾、如同瓦片．我
31:10 罪孽衰敗．我的骨頭也~乾。
32: 3 因終日唉哼、而骨頭~乾。
37: 2 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乾。
90: 6 晨發芽生長、晚上割下~乾。
102: 4 如草~乾、甚至我忘記吃飯。
102:11 如日影偏斜．我也如草~乾。
129: 6 房頂上的草、未長成而~乾．
箴17:22 良藥．憂傷的靈、使骨~乾。
賽 1:30 因為你們必如葉子~乾的橡樹
11:15 耶和華必使埃及海汊~乾．掄
15: 6 青草~乾、嫩草滅沒、青綠之
19: 6 都必減少~乾．葦子和蘆荻、
19: 7 都必~乾、莊稼被風吹去、歸
27:11 枝條~乾、必被折斷．婦女要
33: 9 利巴嫩羞愧~乾．沙崙像曠野
40: 7 草必~乾、花必凋殘、因為耶
40: 8 草必~乾、花必凋殘、惟有我
40:24 便都~乾、旋風將他們吹去、
42:15 使其上的花草都~乾、我要使
52:14 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槁。）
56: 3 太監也不要說、我是~樹。
64: 6 我們都像葉子漸漸~乾．我們
耶 8:13 葉子也必~乾．我所賜給他們
12: 4 通國的青草~乾、要到幾時呢
23:10 曠野的草場都~乾了．他們所
51:36 我必使巴比倫的海~竭、使他
哀 3: 4 他使我的皮肉~乾．他折斷〔
 4: 8 緊貼骨頭、~乾如同槁木。
結17: 9 使他~乾、使他發的嫩葉都枯
17: 9 使他發的嫩葉都~乾了麼．也

17:10 豈不全然~乾麼、必在生長的
17:10 麼、必在生長的畦中~乾了。
17:24 青樹~乾、枯樹發旺．我耶和
17:24 ~樹發旺．我耶和華如此說、
19:12 堅固的枝榦折斷~乾、被火燒
20:47 和~樹、猛烈的火焰必不熄滅
37: 2 的骸骨甚多、而且極其~乾。
37: 4 ~乾的骸骨阿、要聽耶和華的
37:11 我們的骨頭~乾了、我們的指
47:12 葉子不~乾、果子不斷絕．每
何 9:16 根本~乾、必不能結果、即或
珥 1:12 葡萄樹~乾、無花果樹衰殘。
 1:12 連田野一切的樹木也都~乾．
 1:17 廩也破壞．因為五穀~乾了。
摩 1: 2 要悲哀、迦密的山頂要~乾。
 4: 7 塊地無雨．無雨的就~乾了。
拿 4: 7 蟲子、咬這蓖麻、以致~槁。
鴻 1:10 又如~乾的碎稓全然燒滅。
亞10:11 使尼羅河的深處都~乾．亞述
11:17 他的膀臂必全然~乾、他的右
太12:10 那裏有一個人~乾了一隻手。
13: 6 晒、因為沒有根、就~乾了。
21:19 那無花果樹就立刻~乾了。
21:20 無花果樹怎麼立刻~乾了呢。
可 3: 1 裏有一個人、~乾了一隻手。
 3: 3 耶穌對那~乾一隻手的人說、
 4: 6 晒、因為沒有根、就~乾了。
 9:18 身體~乾、我請過你的門徒把
11:20 看見無花果樹連根都~乾了。
11:21 詛的無花果樹、已經~乾了。
路 6: 6 在那裏有一個人右手~乾了。
 6: 8 就對那~乾一隻手的人說、起
 8: 6 一出來就~乾了、因為得不著
23:31 那~乾的樹、將來怎麼樣呢。
約 5: 3 血氣~乾的、許多病人。〔有
15: 6 就像枝子丟在外面~乾、人拾
雅 1:11 草就~乾、花也凋謝、美容就
彼前 1:24 的花．草必~乾、花必凋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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