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邻 圣经(124次)

新约(14次)
福音书(10)
历史书(1)
保罗书信(2)

马太福音(1) 马可福音(1) 路加福音(7) 约翰福音(1)
使徒行传(1)
罗马书(1) 哥林多前书(0) 哥林多后书(0) 加拉太书(0) 以弗所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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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邻 lín

普通书信(1) 希伯来书(1) 雅各书(0) 彼得前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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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历史书(8)

预言书(0)

约书亚记(1) 士师记(1) 路得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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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斯拉记(1) 尼希米记(1) 以斯帖记(0)

创世纪(0) 出埃及记(10) 利未记(12) 民数记(0) 申命记(11)
旧约(110次)

以赛亚书(4) 耶利米书(20)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9)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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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4)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33)
诗歌智慧书(31) 约伯记(1) 诗篇(10) 箴言(19) 传道书(1) 雅歌(0)

出 3:22 但各妇女必向他的~舍、并居
11: 2 们男女各人向~舍要金器银器
12: 4 就要和他隔壁的~舍共取一只
21:14 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舍
22: 7 交付~舍看守、这物从那人的
22:10 交付~舍看守、牲畜或死、或
22:11 手里未曾拿~舍的物、本主就
22:14 人若向~舍借什么、所借的或
22:26 你即或拿~舍的衣服作当头、
32:27 他的弟兄、与同伴、并~舍。
利 6: 2 在~舍交付他的物上、或是在
 6: 2 夺人的财物、或是欺压~舍、
18:20 不可与~舍的妻行淫、玷污自
19:13 不可欺压你的~舍、也不可抢
19:15 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舍。
19:16 也不可与~舍为敌、置之于死
19:17 总要指摘你的~舍、免得因他
20:10 与~舍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妇
24:19 人若使他~舍的身体有残疾、
25:14 你若卖什么给~舍、或是从邻
25:14 或是从~舍的手中买什么、彼
25:15 向~舍买．他也要按年数的收
申15: 2 债主要把所借给~舍的豁免了
15: 2 不可向~舍和弟兄追讨、因为
19: 5 就如人与~舍同入树林砍伐树
19: 5 飞落在~舍身上、以致于死、
19:11 若有人恨他的~舍、埋伏着、
19:14 不可挪移你~舍的地界、那是
22:26 这事就类乎人起来攻击~舍、
23:24 你进了~舍的葡萄园、可以随
23:25 你进了~舍站着的禾稼、可以
24:10 你借给~舍不拘是什么、不可
27:17 挪移~舍地界的、必受咒诅．
书 9:16 才听见他们是近~、住在以色
士18:22 米迦的近~都聚集来、追赶但
得 4:17 ~舍的妇人说、拿俄米得孩子
王上 8:31 人若得罪~舍、有人叫他起誓
王下 4: 3 向你众~舍借空器皿．不要少
代下 6:22 人若得罪~舍、有人叫他起誓
拉 3: 3 因惧怕~国的民．又在其上向
尼10:28 和一切离绝~邦居民归服　神
伯31: 9 起淫念、在~舍的门外蹲伏．

诗12: 2 人人向~舍说谎．他们说话、
15: 3 待朋友、也不随伙毁谤~里．
28: 3 他们与~舍说和平话、心里却
31:11 在我的~舍跟前更甚．那认识
44:13 你使我们受~国的羞辱被四围
79: 4 我们成为~国的羞辱、成为我
79:12 愿你将我们~邦所羞辱你的羞
80: 6 你使~邦因我们分争．我们的
89:41 抢夺他．他成为~邦的羞辱。
101: 5 在暗中谗谤他~居的、我必将
箴 3:28 不可对~舍说、去吧、明天再
 3:29 你的~舍、既在你附近安居、
 6:29 亲近~舍之妻的、也是如此．
11: 9 不虔敬的人用口败坏~舍．义
11:12 藐视~舍的、毫无智慧．明哲
12:26 义人引导他的~舍．恶人的道
14:20 贫穷人连~舍也恨他．富足人
14:21 藐视~舍的、这人有罪．怜悯
16:29 强暴人诱惑~舍、领他走不善
17:18 在~舍面前击掌作保、乃是无
18:17 但~舍来到、就察出实情。
21:10 人受祸．他眼并不怜恤~舍。
24:28 陷害~舍．也不可用嘴欺骗人
25: 9 你与~舍争讼、要与他一人辩
25:17 你的脚要少进~舍的家、恐怕
25:18 作假见证陷害~舍的、就是大
26:18 人欺凌~舍、却说、我岂不是
27:10 相近的~舍、强如远方的弟兄
29: 5 谄媚~舍的、就是设网罗绊他
传 4: 4 就被~舍嫉妒．这也是虚空、
赛 3: 5 各人受~舍的欺压．少年人必
19: 2 ~舍攻击邻舍、这城攻击那城
19: 2 邻舍攻击~舍、这城攻击那城
41: 6 他们各人帮助~舍、各人对弟
耶 5: 8 跑、各向他~舍的妻发嘶声。
 6:21 上．~舍与朋友、也都灭亡。
 7: 5 在人和~舍中间诚然施行公平
 9: 4 你们各人当谨防~舍、不可信
 9: 4 行欺骗、~舍都往来谗谤人。
 9: 5 他们各人欺哄~舍、不说真话
 9: 8 人与~舍口说和平话、心却谋
 9:20 举哀、各人教导~舍唱哀歌。

12:14 一切恶~、就是占据我使百姓
22: 8 各人对~舍说、耶和华为何向
23:27 们各人将所作的梦对~舍述说
23:30 各从~舍偷窃我的言语、因此
23:35 你们各人要对~舍、各人要对
29:23 与~舍的妻行淫、又假托我名
31:34 他们各人不再教导自己的~舍
34:15 各人向~舍宣告自由．并且在
34:17 各人向弟兄~舍宣告自由．看
49:10 ~舍、尽都灭绝、他也归于无
49:18 多玛蛾摩拉和~近的城邑倾覆
50:40 多玛蛾摩拉和~近的城邑一样
结16:26 你也和你~邦放纵情欲的埃及
18: 6 未曾玷污~舍的妻、未曾在妇
18:10 偶像之物、并玷污~舍的妻、
18:15 的偶像、未曾玷污~舍的妻、
22:11 这人与~舍的妻行可憎的事．
22:12 欺压~舍夺取财物、竟忘了我
23: 5 的人、就是他的~邦亚述人．
23:12 他贪恋~邦的亚述人、就是穿
33:26 人人玷污~舍的妻．你们还能
弥 7: 5 不要倚赖~舍．不要信靠密友
亚 3:10 你们各人要请~舍坐在葡萄树
 8:16 各人与~舍说话诚实、在城门
 8:17 谁都不可心里谋害~舍、也不
11: 6 必将这民交给各人的~舍、和
太 5:43 当爱你的~舍、恨你的仇敌。
可 1:38 到~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
路 1:58 ~里亲族、听见主向他大施怜
10:27 神．又要爱~舍如同自己。』
10:29 对耶稣说、谁是我的~舍呢。
10:36 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舍呢
14:12 和富足的~舍．恐怕他们也请
15: 6 就请朋友~舍来、对他们说、
15: 9 就请朋友~舍来、对他们说、
约 9: 8 他的~舍和那素常见他是讨饭
徒 7:27 那欺负~舍的、把他推开说、
罗15: 2 我们各人务要叫~舍喜悦、使
弗 4:25 各人与~舍说实话．因为我们
来 8:11 他们不用各人教导自己的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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