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另 聖經(85次)

新約(39次)
福音書(20)
歷史書(2)
保羅書信(4)

馬太福音(7) 馬可福音(3) 路加福音(5) 約翰福音(5)
使徒行傳(2)
羅馬書(1) 哥林多前書(0) 哥林多後書(3) 加拉太書(0) 以弗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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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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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5) 希伯來書(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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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律法書(18)
歷史書(16)

預言書(8)

約書亞記(3) 士師記(1)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1) 撒母耳記下(1) 列王記上(3) 列王記下(0) 歷代
志上(2) 歷代志下(2) 以斯拉記(2)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1)

創世紀(7) 出埃及記(1) 利未記(4) 民數記(6) 申命記(0)
舊約(46次)

以賽亞書(1) 耶利米書(3)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2) 但以理書(5)
小先知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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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11)
詩歌智慧書(1) 約伯記(1) 詩篇(0) 箴言(0) 傳道書(0) 雅歌(0)

創 4:25 　神~給我立了一個兒子代替
21:28 拉罕把七隻母羊羔~放在一處
21:29 你把這七隻母羊羔~放在一處
30:40 把自己的羊~放一處、不叫他
31:50 又在我的女兒以外~娶妻、雖
43:22 ~外又帶下銀子來糴糧、不知
43:32 瑟同吃飯的埃及人~擺了一席
出21:10 若~娶一個、那女子的吃食、
利 5:16 ~外加五分之一、都給祭司．
 6: 5 ~外加上五分之一、在查出他
14:42 的石頭．要~用灰泥墁房子。
18:18 不可~娶他的姐妹作對頭、露
民 5: 7 ~外加上五分之一、也歸與所
 6:12 他要~選離俗歸耶和華的日子
 8: 8 你要~取一隻公牛犢作贖罪祭
14:24 因他~有一個心志、專一跟從
32:38 又給他們所建造的城~起別名
35: 5 ~外東量二千肘、南量二千肘
書 4: 9 約書亞~把十二塊石頭立在約
16: 9 ~外在瑪拿西人地業中、得了
22:29 ~築一座壇、為獻燔祭、素祭
士20:15 ~外還有基比亞人點出七百精
撒上15: 4 兵二十萬、~有猶大人一萬。
撒下10: 8 並瑪迦人、~在郊野擺陣。
王上10:13 ~外照自己的厚意餽送他。於

10:15 ~外還有商人、和雜族的諸王
14:14 耶和華必~立一王治理以色列

代上15:27 大衛~外穿著細麻布的以弗得
19: 9 所來的諸王~在郊野擺陣。

代下 9:12 ~外照他一切所要所求的、都
 9:14 ~外還有商人所進的金子．並
拉 1: 4 ~外也要為耶路撒冷　神的殿
 1: 6 手〕~外還有甘心獻的禮物。
斯 8: 5 請王~下旨意廢除哈曼所傳的
伯 8:19 樂．以後必~有人從地而生。
賽65:15 們、~起別名稱呼他的僕人．
耶18: 4 他又用這泥~作別的器皿．窯
31:31 色列家和猶大家、~立新約。
36:32 ~外又添了許多相彷的話。
結 8: 6 你還要看見~有大可憎的事。
 8:13 還要看見他們~外行大可憎的
但 2:39 在你以後必~興一國、不及於

 2:44 天上的　神必~立一國、永不
 7:20 和那~長的一角、在這角前有
11: 7 必~生一子〔子原文作枝〕繼
12: 5 見~有兩個人站立、一個在河
太12:45 便去~帶了七個比自己更惡的
18:16 你就~外帶一兩個人同去、要
19: 9 凡休妻~娶的、若不是為淫亂
21:41 將葡萄園~租給那按著時候交
25:16 拿去做買賣、~外賺了五千。
25:17 二千的、也照樣~賺了二千。
25:20 又帶著那~外的五千來、說、
可10:11 凡休妻~娶的、就是犯姦淫、
10:12 妻子若離棄丈夫~嫁、也是犯
14:58 三日內就~造一座不是人手所
路 3:20 又~外添了一件、就是把約翰
11:26 便去~帶了七個比自己更惡的
12:18 ~蓋更大的．在那裏好收藏我
16:18 凡休妻~娶的、就是犯姦淫．
19:11 顯出來、就~設一個比喻說、
約 5:32 ~有一位給我作見證．我也知
10:16 我~外有羊、不是這圈裏的．
14:16 父就~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師
20: 7 放在一處、是~在一處捲著。
20:30 ~外行了許多神蹟、沒有記在
徒17: 7 的命令、說~有一個王耶穌。
28:16 個看守他的兵、~住在一處。
羅 7:23 但我覺得肢體中~有個律、和
林後11: 4 ~傳一個耶穌、不是我們所傳

11: 4 或者你們~受一個靈、不是你
11: 4 或者~得一個福音、不是你們
來 4: 9 必~有一安息日的安息、為
 5:12 ~教導你們．並且成了那必須
 7:11 又何用~外興起一位祭司、照
 7:15 ~外興起一位祭司來、我的話
 8: 8 列家、和猶大家、~立新約．
啟 6: 4 就~有一匹馬出來、是紅的．
 7: 2 我又看見~有一位天使、從日
 8: 3 ~有一位天使拿著金香爐、來
10: 1 我又看見~有一位大力的天使
13:11 我又看見~有一個獸從地中上
14: 6 我又看見~有一位天使飛在空
18: 1 我看見~有一位有大權柄的天

20:12 並且~有一卷展開、就是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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