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类 圣经(116次)

新约(24次)
福音书(6)
历史书(2)
保罗书信(8)

马太福音(4) 马可福音(1) 路加福音(1)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2)
罗马书(0) 哥林多前书(2) 哥林多后书(0) 加拉太书(2) 以弗所书(1) 腓立比书(1) 歌罗西书(1) 帖
撒罗尼迦前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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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 lèi

普通书信(5) 希伯来书(0) 雅各书(1) 彼得前书(1) 彼得后书(2) 约翰壹书(0)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1)
启示录(3)

律法书(43)
历史书(7)

预言书(3)

约书亚记(0) 士师记(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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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历代志下(1) 以斯拉记(1) 尼希米记(1) 以斯帖记(0)

创世纪(24) 出埃及记(0) 利未记(11) 民数记(1) 申命记(7)
旧约(92次)

以赛亚书(3) 耶利米书(5)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10) 但以理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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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2)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19)
诗歌智慧书(21) 约伯记(4) 诗篇(13) 箴言(4) 传道书(0) 雅歌(0)

创 1:11 各从其~、果子都包着核．事
 1:12 各从其~、并结果子的树木、
 1:12 各从其~、果子都包着核。
 1:21 各从其~．又造出各样飞鸟、
 1:21 各从其~．　神看着是好的。
 1:24 各从其~．牲畜、昆虫、野兽
 1:24 各从其~．事就这样成了。
 1:25 各从其~．牲畜、各从其类．
 1:25 各从其~．地上一切昆虫、各
 1:25 各从其~．　神看着是好的。
 6:20 飞鸟各从其~、牲畜各从其类
 6:20 牲畜各从其~、地上的昆虫各
 6:20 地上的昆虫各从其~、每样两
 7: 2 凡洁净的畜~、你要带七公七
 7: 2 不洁净的畜~、你要带一公一
 7: 8 洁净的畜~、和不洁净的畜类
 7: 8 和不洁净的畜~、飞鸟并地上
 7:14 各从其~、一切牲畜、各从其
 7:14 各从其~、爬在地上的昆虫、
 7:14 各从其~、一切禽鸟、各从其
 7:14 鸟、各从其~、都进入方舟。
 7:23 凡地上各~的活物、连人带牲
 8:19 各从其~、也都出了方舟。
 8:20 拿各~洁净的牲畜、飞鸟、献
利11:14 鹞鹰、小鹰、与其~．
11:15 乌鸦、与其~．
11:16 夜鹰、鱼鹰、鹰、与其~．
11:19 鸶、与其~．戴鵀、与蝙蝠。
11:22 与其~．蚱蜢、与其类．这些
11:22 与其~．这些你们都可以吃。
11:29 鼬鼠、鼫鼠、蜥蜴、与其~．
14:54 这是为各~大痲疯的灾病、和
19:19 不可叫你的牲畜与异~配合．
22:25 这~的物、你们从外人的手、
27: 9 凡这一~献给耶和华的、都要
民26:10 可拉的党~一同死亡．那时火
申13:12 有些匪~从你们中间的一座城
14:13 鹯、小鹰、鹞鹰、与其~．
14:14 乌鸦与其~．
14:15 鸟、夜鹰、鱼鹰、鹰与其~．
14:18 鸶、与其~．戴鵀、与蝙蝠。
22:26 这事就~乎人起来攻击邻舍、

32:20 他们本是极乖僻的族~、心中
撒上30:22 跟随大卫人中的恶人和匪~说
撒下22: 5 我．匪~的急流、使我惊惧．

23: 6 但匪~都必像荆棘被丢弃．人
王上19: 4 罗腾小树名松~下同〕就坐在
代下32:28 又为各~牲畜、盖棚立圈。
拉 9: 2 以致圣洁的种~和这些国的民
尼 9: 2 人原文作种~〕就与一切外邦
伯12:10 和人~的气息、都在他手中。
23:14 作成．这~的事他还有许多。
30: 4 的食物。〔罗腾小树名松~〕
35: 8 你的过恶或能害你这~的人．
诗14: 5 因为　神在义人的族~中。
15: 4 他眼中藐视匪~、却尊重那敬
18: 4 绕我．匪~的急流使我惊惧．
22:16 犬~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
22:20 救我的生命脱离犬~、〔生命
24: 6 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是寻
49:10 又见愚顽人和畜~人、一同灭
49:12 长久、如同死亡的畜~一样。
49:20 醒悟、就如死亡的畜~一样。
73:22 无知、在你面前如畜~一般。
92: 6 畜~人不晓得、愚顽人也不明
94: 8 你们民间的畜~人当思想．你
120: 4 的炭火。〔罗腾小树名松~〕
箴12: 1 识．恨恶责备的、却是畜~。
28:24 是罪．此人就是与强盗同~。
30:25 蚂蚁是无力之~、却在夏天预
30:26 沙番是软弱之~、却在磐石中
赛 1: 4 行恶的种~、败坏的儿女．他
 6:13 这圣洁的种~、在国中也是如
57: 4 悖逆的儿女、虚谎的种~呢．
耶10: 8 他们尽都是畜~、是愚昧的．
10:14 各人都成了畜~、毫无知识．
10:21 因为牧人都成为畜~、没有求
15: 3 狗~撕裂、空中的飞鸟、和地
51:17 各人都成了畜~、毫无知识．
结17:23 各~飞鸟都必宿在其下、就是
21:31 你交在善于杀灭的畜~人手中
27:12 他施人因你多有各~的财物、
27:18 又因你多有各~的财物、就拿
27:22 他们用各~上好的香料、各类

27:22 各~的宝石、和黄金、兑换你
39: 4 我必将你给各~的鸷鸟、和田
39:17 你要对各~的飞鸟、和田野的
47:10 那鱼各从其~、好像大海的鱼
47:12 必生长各~的树木．其果可作
但 7:20 形状强横、过于他的同~。
番 1: 2 华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
 2:14 国或作~〕必卧在其中．鹈鹕
太 3: 7 毒蛇的种~、谁指示你们逃避
12:34 毒蛇的种~、你们既是恶人、
17:21 至于这一~的鬼、若不祷告禁
23:33 你们这些蛇~、毒蛇之种阿、
可 9:29 这一~的鬼、总不能出来。〔
路 3: 7 毒蛇的种~、谁指示你们逃避
徒11:12 或作不要分别等~〕同着我去
17: 5 招聚了些市井匪~、搭伙成群

林前11:18 彼此分门别~．我也稍微的信
12:25 免得身上分门别~．总要肢体
加 4:25 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因耶
 5:21 荒宴等~、我从前告诉你们、
弗 5:27 毫无玷污皱纹等~的病、乃是
腓 3: 2 应当防备犬~、防备作恶的、
西 2:20 尝、不可摸、等~的规条呢。
帖前 4: 6 因为这一~的事、主必报应、
雅 3: 7 各~的走兽、飞禽、昆虫、水
彼前 2: 9 惟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是
彼后 2:12 生来就是畜~、以备捉拿宰杀

 2:14 了贪婪、正是被咒诅的种~．
犹 1:10 的事与那没有灵性的畜~一样
启 2:23 我又要杀死他的党~、〔党类
 2:23 党~原文作儿女〕叫众教会知
22:15 城外有那些犬~、行邪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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