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良 圣经(116次)

新约(59次)
福音书(15)
历史书(2)
保罗书信(32)

马太福音(6) 马可福音(3) 路加福音(6)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2)
罗马书(8) 哥林多前书(8) 哥林多后书(3) 加拉太书(1) 以弗所书(2) 腓立比书(0) 歌罗西书(0) 帖
撒罗尼迦前书(1) 帖撒罗尼迦后书(1) 提摩太前书(5) 提摩太后书(2) 提多书(1) 腓利门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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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10) 希伯来书(5) 雅各书(1) 彼得前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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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历史书(3)

预言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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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0) 出埃及记(0) 利未记(0) 民数记(0) 申命记(0)
旧约(57次)

以赛亚书(0) 耶利米书(2)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0)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5) 何西阿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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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2)
诗歌智慧书(47) 约伯记(0) 诗篇(5) 箴言(9) 传道书(0) 雅歌(33)

撒上25:30 觉得~心有亏。耶和华赐福与
撒下17:14 和华定意破坏亚希多弗的~谋
尼 9:20 你也赐下你~善的灵教训他们
诗25: 8 耶和华是~善正直的．所以他
38:11 我的~朋密友、因我的灾病、
38:20 与我作对、因我是追求~善。
86: 5 你本为~善、乐意饶恕人、有
88:18 你把我的~朋密友隔在远处、
箴 4:22 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药。
12:18 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药。
12:25 不伸．一句~言、使心欢乐。
13:17 忠信的使臣、乃医人的~药。
15: 4 温~的舌、是生命树．乖谬的
15:26 和华所憎恶．~言乃为纯净。
16:24 ~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
17:22 乃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
17:27 有知识．性情温~的有聪明。
歌 1:13 我以我的~人为一袋没药、常
 1:14 我以我的~人为一棵凤仙花、
 1:16 我的~人哪、你甚美丽可爱、
 2: 3 我的~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
 2: 8 听阿是我~人的声音．看哪、
 2: 9 我的~人好像羚羊、或像小鹿
 2:10 我~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
 2:16 ~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
 2:17 我的~人哪、求你等到天起凉
 4:16 愿我的~人进入自己园里、吃
 5: 2 这是我~人的声音．他敲门、
 5: 4 我的~人从门孔里伸进手来、
 5: 5 要给我~人开门．我的两手滴
 5: 6 我给我的~人开了门．我的良
 5: 6 我的~人却已转身走了。他说
 5: 8 若遇见我的~人、要告诉他、
 5: 9 你的~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
 5: 9 比别人的~人有何强处．你的
 5: 9 你的~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
 5: 9 比别人的~人有何强处、你就
 5:10 我的~人、白而且红、超乎万
 5:16 这是我的~人、这是我的朋友
 6: 1 你的~人往何处去了．你的良
 6: 1 你的~人转向何处去了、我们
 6: 2 我的~人下入自己园中、到香

 6: 3 我属我的~人、我的良人也属
 6: 3 我的~人也属我．他在百合花
 7: 9 为我的~人下咽舒畅、流入睡
 7:10 我属我的~人．他也恋慕我。
 7:11 我的~人、来吧、你我可以往
 7:13 我的~人、这都是我为你存留
 8: 5 那靠着~人从旷野上来的、是
 8:14 我的~人哪、求你快来、如羚
耶30:13 以缠裹、你没有医治的~药。
46:11 你虽多服~药、总是徒然、不
何 4: 1 实、无~善、无人认识　神。
 6: 4 因为你们的~善如同早晨的云
 6: 6 我喜爱~善、〔或作怜恤〕不
 8: 3 以色列丢弃~善、〔或作福分
10:11 以法莲是驯~的母牛犊、喜爱
太10:16 们要灵巧像蛇、驯~像鸽子。
19:16 有古卷作~善的夫子〕我该作
19:17 为什么称我是~善的除了　神
19:17 除了　神以外没有一个~善的
25:21 你这又~善又忠心的仆人．你
25:23 你这又~善又忠心的仆人．你
可10:17 ~善的夫子、我当作什么事、
10:18 你为什么称我是~善的．除了
10:18 神一位之外、再没有~善的。
路 8:15 持守在诚实善~的心里、并且
18:18 ~善的夫子、我该作什么事、
18:19 你为什么称我是~善的．除了
18:19 神一位之外、再没有~善的。
19:17 ~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
23:50 是个议士、为人善~公义．
徒23: 1 都是凭着~心、直到今日。
24:16 神、对人、常存无亏的~心。
罗 7:12 命也是圣洁、公义、~善的。
 7:13 那~善的是叫我死么．断乎不
 7:13 但罪借着那~善的叫我死、就
 7:18 没有~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
 9: 1 有我~心被圣灵感动、给我作
12: 2 叫你们察验何为　神的善~、
13: 5 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心。
15:14 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满有~善

林前 8: 7 他们的~心既然软弱、也就污
 8:10 这人的~心、若是软弱、岂不

 8:12 伤了他们软弱的~心、就是得
10:25 不要为~心的缘故问什么话．
10:27 不要为~心的缘故问什么话。
10:28 人、并为~心的缘故、不吃。
10:29 我说的~心、不是你的、乃是
10:29 为什么被别人的~心论断呢。

林后 1:12 是自己的~心、见证我们凭着
 4: 2 神面前把自己荐与各人的~心
 5:11 盼望在你们的~心里也是显明
加 5:22 忍耐、恩慈、~善、信实、
弗 4:19 ~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
 5: 9 就是一切~善、公义、诚实．

帖前 5:15 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善。
帖后 1:11 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善
提前 1: 5 和无亏的~心、无伪的信心、

 1:19 和无亏的~心．有人丢弃良心
 1:19 有人丢弃~心、就在真道上如
 3: 9 要存清洁的~心、固守真道的
 4: 2 这等人的~心、如同被热铁烙

提后 1: 3 用清洁的~心所事奉的　神、
 3: 3 自约、性情凶暴、不爱~善、
多 1:15 连心地和天~、也都污秽了。
来 9: 9 就着~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
 9:14 原文作~心〕除去你们的死行
10: 2 ~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
10:22 并我们心中天~的亏欠已经洒
13:18 因我们自觉~心无亏、愿意凡
雅 3:17 温~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
彼前 2:18 不但顺服那善~温和的、就是

 2:19 倘若人为叫~心对得住　神、
 3:16 存着无亏的~心、叫你们在何
 3:21 只求在　神面前有无亏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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