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鄰 聖經(124次)

新約(14次)
福音書(10)
歷史書(1)
保羅書信(2)

馬太福音(1) 馬可福音(1) 路加福音(7) 約翰福音(1)
使徒行傳(1)
羅馬書(1) 哥林多前書(0) 哥林多後書(0) 加拉太書(0) 以弗所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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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鄰 lín

普通書信(1) 希伯來書(1) 雅各書(0) 彼得前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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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歷史書(8)

預言書(0)

約書亞記(1) 士師記(1) 路得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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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斯拉記(1) 尼希米記(1) 以斯帖記(0)

創世紀(0) 出埃及記(10) 利未記(12) 民數記(0) 申命記(11)
舊約(110次)

以賽亞書(4) 耶利米書(20)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9)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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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4)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33)
詩歌智慧書(31) 約伯記(1) 詩篇(10) 箴言(19) 傳道書(1) 雅歌(0)

出 3:22 但各婦女必向他的~舍、並居
11: 2 們男女各人向~舍要金器銀器
12: 4 就要和他隔壁的~舍共取一隻
21:14 人若任意用詭計殺了他的~舍
22: 7 交付~舍看守、這物從那人的
22:10 交付~舍看守、牲畜或死、或
22:11 手裏未曾拿~舍的物、本主就
22:14 人若向~舍借甚麼、所借的或
22:26 你即或拿~舍的衣服作當頭、
32:27 他的弟兄、與同伴、並~舍。
利 6: 2 在~舍交付他的物上、或是在
 6: 2 奪人的財物、或是欺壓~舍、
18:20 不可與~舍的妻行淫、玷污自
19:13 不可欺壓你的~舍、也不可搶
19:15 只要按著公義審判你的~舍。
19:16 也不可與~舍為敵、置之於死
19:17 總要指摘你的~舍、免得因他
20:10 與~舍之妻行淫的、姦夫淫婦
24:19 人若使他~舍的身體有殘疾、
25:14 你若賣甚麼給~舍、或是從鄰
25:14 或是從~舍的手中買甚麼、彼
25:15 向~舍買．他也要按年數的收
申15: 2 債主要把所借給~舍的豁免了
15: 2 不可向~舍和弟兄追討、因為
19: 5 就如人與~舍同入樹林砍伐樹
19: 5 飛落在~舍身上、以致於死、
19:11 若有人恨他的~舍、埋伏著、
19:14 不可挪移你~舍的地界、那是
22:26 這事就類乎人起來攻擊~舍、
23:24 你進了~舍的葡萄園、可以隨
23:25 你進了~舍站著的禾稼、可以
24:10 你借給~舍不拘是甚麼、不可
27:17 挪移~舍地界的、必受咒詛．
書 9:16 才聽見他們是近~、住在以色
士18:22 米迦的近~都聚集來、追趕但
得 4:17 ~舍的婦人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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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你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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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懼怕~國的民．又在其上向
尼10:28 和一切離絕~邦居民歸服　神
伯31: 9 起淫念、在~舍的門外蹲伏．

詩12: 2 人人向~舍說謊．他們說話、
15: 3 待朋友、也不隨夥毀謗~里．
28: 3 他們與~舍說和平話、心裏卻
31:11 在我的~舍跟前更甚．那認識
44:13 你使我們受~國的羞辱被四圍
79: 4 我們成為~國的羞辱、成為我
79:12 願你將我們~邦所羞辱你的羞
80: 6 你使~邦因我們分爭．我們的
89:41 搶奪他．他成為~邦的羞辱。
101: 5 在暗中讒謗他~居的、我必將
箴 3:28 不可對~舍說、去吧、明天再
 3:29 你的~舍、既在你附近安居、
 6:29 親近~舍之妻的、也是如此．
11: 9 不虔敬的人用口敗壞~舍．義
11:12 藐視~舍的、毫無智慧．明哲
12:26 義人引導他的~舍．惡人的道
14:20 貧窮人連~舍也恨他．富足人
14:21 藐視~舍的、這人有罪．憐憫
16:29 強暴人誘惑~舍、領他走不善
17:18 在~舍面前擊掌作保、乃是無
18:17 但~舍來到、就察出實情。
21:10 人受禍．他眼並不憐恤~舍。
24:28 陷害~舍．也不可用嘴欺騙人
25: 9 你與~舍爭訟、要與他一人辯
25:17 你的腳要少進~舍的家、恐怕
25:18 作假見證陷害~舍的、就是大
26:18 人欺凌~舍、卻說、我豈不是
27:10 相近的~舍、強如遠方的弟兄
29: 5 諂媚~舍的、就是設網羅絆他
傳 4: 4 就被~舍嫉妒．這也是虛空、
賽 3: 5 各人受~舍的欺壓．少年人必
19: 2 ~舍攻擊鄰舍、這城攻擊那城
19: 2 鄰舍攻擊~舍、這城攻擊那城
41: 6 他們各人幫助~舍、各人對弟
耶 5: 8 跑、各向他~舍的妻發嘶聲。
 6:21 上．~舍與朋友、也都滅亡。
 7: 5 在人和~舍中間誠然施行公平
 9: 4 你們各人當謹防~舍、不可信
 9: 4 行欺騙、~舍都往來讒謗人。
 9: 5 他們各人欺哄~舍、不說真話
 9: 8 人與~舍口說和平話、心卻謀
 9:20 舉哀、各人教導~舍唱哀歌。

12:14 一切惡~、就是佔據我使百姓
22: 8 各人對~舍說、耶和華為何向
23:27 們各人將所作的夢對~舍述說
23:30 各從~舍偷竊我的言語、因此
23:35 你們各人要對~舍、各人要對
29:23 與~舍的妻行淫、又假託我名
31:34 他們各人不再教導自己的~舍
34:15 各人向~舍宣告自由．並且在
34:17 各人向弟兄~舍宣告自由．看
49:10 ~舍、盡都滅絕、他也歸於無
49:18 多瑪蛾摩拉和~近的城邑傾覆
50:40 多瑪蛾摩拉和~近的城邑一樣
結16:26 你也和你~邦放縱情慾的埃及
18: 6 未曾玷污~舍的妻、未曾在婦
18:10 偶像之物、並玷污~舍的妻、
18:15 的偶像、未曾玷污~舍的妻、
22:11 這人與~舍的妻行可憎的事．
22:12 欺壓~舍奪取財物、竟忘了我
23: 5 的人、就是他的~邦亞述人．
23:12 他貪戀~邦的亞述人、就是穿
33:26 人人玷污~舍的妻．你們還能
彌 7: 5 不要倚賴~舍．不要信靠密友
亞 3:10 你們各人要請~舍坐在葡萄樹
 8:16 各人與~舍說話誠實、在城門
 8:17 誰都不可心裏謀害~舍、也不
11: 6 必將這民交給各人的~舍、和
太 5:43 當愛你的~舍、恨你的仇敵。
可 1:38 到~近的鄉村、我也好在那裏
路 1:58 ~里親族、聽見主向他大施憐
10:27 神．又要愛~舍如同自己。』
10:29 對耶穌說、誰是我的~舍呢。
10:36 一個是落在強盜手中的~舍呢
14:12 和富足的~舍．恐怕他們也請
15: 6 就請朋友~舍來、對他們說、
15: 9 就請朋友~舍來、對他們說、
約 9: 8 他的~舍和那素常見他是討飯
徒 7:27 那欺負~舍的、把他推開說、
羅15: 2 我們各人務要叫~舍喜悅、使
弗 4:25 各人與~舍說實話．因為我們
來 8:11 他們不用各人教導自己的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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