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類 聖經(116次)

新約(24次)
福音書(6)
歷史書(2)
保羅書信(8)

馬太福音(4) 馬可福音(1) 路加福音(1)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2)
羅馬書(0) 哥林多前書(2) 哥林多後書(0) 加拉太書(2) 以弗所書(1) 腓立比書(1) 歌羅西書(1) 帖
撒羅尼迦前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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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 lèi

普通書信(5) 希伯來書(0) 雅各書(1) 彼得前書(1) 彼得後書(2) 約翰壹書(0)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0) 猶大
書(1)
啟示錄(3)

律法書(43)
歷史書(7)

預言書(3)

約書亞記(0) 士師記(0)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1) 撒母耳記下(2) 列王記上(1) 列王記下(0) 歷代
志上(0) 歷代志下(1) 以斯拉記(1) 尼希米記(1) 以斯帖記(0)

創世紀(24) 出埃及記(0) 利未記(11) 民數記(1) 申命記(7)
舊約(92次)

以賽亞書(3) 耶利米書(5)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10) 但以理書(1)
小先知書(2) 何西阿書(0) 約珥書(0) 阿摩司書(0)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0)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2)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19)
詩歌智慧書(21) 約伯記(4) 詩篇(13) 箴言(4) 傳道書(0) 雅歌(0)

創 1:11 各從其~、果子都包著核．事
 1:12 各從其~、並結果子的樹木、
 1:12 各從其~、果子都包著核。
 1:21 各從其~．又造出各樣飛鳥、
 1:21 各從其~．　神看著是好的。
 1:24 各從其~．牲畜、昆蟲、野獸
 1:24 各從其~．事就這樣成了。
 1:25 各從其~．牲畜、各從其類．
 1:25 各從其~．地上一切昆蟲、各
 1:25 各從其~．　神看著是好的。
 6:20 飛鳥各從其~、牲畜各從其類
 6:20 牲畜各從其~、地上的昆蟲各
 6:20 地上的昆蟲各從其~、每樣兩
 7: 2 凡潔淨的畜~、你要帶七公七
 7: 2 不潔淨的畜~、你要帶一公一
 7: 8 潔淨的畜~、和不潔淨的畜類
 7: 8 和不潔淨的畜~、飛鳥並地上
 7:14 各從其~、一切牲畜、各從其
 7:14 各從其~、爬在地上的昆蟲、
 7:14 各從其~、一切禽鳥、各從其
 7:14 鳥、各從其~、都進入方舟。
 7:23 凡地上各~的活物、連人帶牲
 8:19 各從其~、也都出了方舟。
 8:20 拿各~潔淨的牲畜、飛鳥、獻
利11:14 鷂鷹、小鷹、與其~．
11:15 烏鴉、與其~．
11:16 夜鷹、魚鷹、鷹、與其~．
11:19 鷥、與其~．戴鵀、與蝙蝠。
11:22 與其~．蚱蜢、與其類．這些
11:22 與其~．這些你們都可以吃。
11:29 鼬鼠、鼫鼠、蜥蜴、與其~．
14:54 這是為各~大痲瘋的災病、和
19:19 不可叫你的牲畜與異~配合．
22:25 這~的物、你們從外人的手、
27: 9 凡這一~獻給耶和華的、都要
民26:10 可拉的黨~一同死亡．那時火
申13:12 有些匪~從你們中間的一座城
14:13 鸇、小鷹、鷂鷹、與其~．
14:14 烏鴉與其~．
14:15 鳥、夜鷹、魚鷹、鷹與其~．
14:18 鷥、與其~．戴鵀、與蝙蝠。
22:26 這事就~乎人起來攻擊鄰舍、

32:20 他們本是極乖僻的族~、心中
撒上30:22 跟隨大衛人中的惡人和匪~說
撒下22: 5 我．匪~的急流、使我驚懼．

23: 6 但匪~都必像荊棘被丟棄．人
王上19: 4 羅騰小樹名松~下同〕就坐在
代下32:28 又為各~牲畜、蓋棚立圈。
拉 9: 2 以致聖潔的種~和這些國的民
尼 9: 2 人原文作種~〕就與一切外邦
伯12:10 和人~的氣息、都在他手中。
23:14 作成．這~的事他還有許多。
30: 4 的食物。〔羅騰小樹名松~〕
35: 8 你的過惡或能害你這~的人．
詩14: 5 因為　神在義人的族~中。
15: 4 他眼中藐視匪~、卻尊重那敬
18: 4 繞我．匪~的急流使我驚懼．
22:16 犬~圍著我．惡黨環繞我．他
22:20 救我的生命脫離犬~、〔生命
24: 6 這是尋求耶和華的族~、是尋
49:10 又見愚頑人和畜~人、一同滅
49:12 長久、如同死亡的畜~一樣。
49:20 醒悟、就如死亡的畜~一樣。
73:22 無知、在你面前如畜~一般。
92: 6 畜~人不曉得、愚頑人也不明
94: 8 你們民間的畜~人當思想．你
120: 4 的炭火。〔羅騰小樹名松~〕
箴12: 1 識．恨惡責備的、卻是畜~。
28:24 是罪．此人就是與強盜同~。
30:25 螞蟻是無力之~、卻在夏天預
30:26 沙番是軟弱之~、卻在磐石中
賽 1: 4 行惡的種~、敗壞的兒女．他
 6:13 這聖潔的種~、在國中也是如
57: 4 悖逆的兒女、虛謊的種~呢．
耶10: 8 他們盡都是畜~、是愚昧的．
10:14 各人都成了畜~、毫無知識．
10:21 因為牧人都成為畜~、沒有求
15: 3 狗~撕裂、空中的飛鳥、和地
51:17 各人都成了畜~、毫無知識．
結17:23 各~飛鳥都必宿在其下、就是
21:31 你交在善於殺滅的畜~人手中
27:12 他施人因你多有各~的財物、
27:18 又因你多有各~的財物、就拿
27:22 他們用各~上好的香料、各類

27:22 各~的寶石、和黃金、兌換你
39: 4 我必將你給各~的鷙鳥、和田
39:17 你要對各~的飛鳥、和田野的
47:10 那魚各從其~、好像大海的魚
47:12 必生長各~的樹木．其果可作
但 7:20 形狀強橫、過於他的同~。
番 1: 2 華說、我必從地上除滅萬~。
 2:14 國或作~〕必臥在其中．鵜鶘
太 3: 7 毒蛇的種~、誰指示你們逃避
12:34 毒蛇的種~、你們既是惡人、
17:21 至於這一~的鬼、若不禱告禁
23:33 你們這些蛇~、毒蛇之種阿、
可 9:29 這一~的鬼、總不能出來。〔
路 3: 7 毒蛇的種~、誰指示你們逃避
徒11:12 或作不要分別等~〕同著我去
17: 5 招聚了些市井匪~、搭夥成群

林前11:18 彼此分門別~．我也稍微的信
12:25 免得身上分門別~．總要肢體
加 4:25 與現在的耶路撒冷同~．因耶
 5:21 荒宴等~、我從前告訴你們、
弗 5:27 毫無玷污皺紋等~的病、乃是
腓 3: 2 應當防備犬~、防備作惡的、
西 2:20 嘗、不可摸、等~的規條呢。
帖前 4: 6 因為這一~的事、主必報應、
雅 3: 7 各~的走獸、飛禽、昆蟲、水
彼前 2: 9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是
彼後 2:12 生來就是畜~、以備捉拿宰殺

 2:14 了貪婪、正是被咒詛的種~．
猶 1:10 的事與那沒有靈性的畜~一樣
啟 2:23 我又要殺死他的黨~、〔黨類
 2:23 黨~原文作兒女〕叫眾教會知
22:15 城外有那些犬~、行邪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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