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留下 圣经(100次)

新约(21次)
福音书(10)
历史书(4)
保罗书信(3)

马太福音(0) 马可福音(3) 路加福音(2) 约翰福音(5)
使徒行传(4)
罗马书(1) 哥林多前书(1) 哥林多后书(0) 加拉太书(0) 以弗所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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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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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3) 希伯来书(2) 雅各书(0) 彼得前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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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律法书(16)
历史书(48)

预言书(1)

约书亚记(12) 士师记(10)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4) 撒母耳记下(7) 列王记上(5) 列王记下(6) 历
代志上(2) 历代志下(1) 以斯拉记(1)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0)

创世纪(7) 出埃及记(5) 利未记(0) 民数记(1) 申命记(3)
旧约(79次)

以赛亚书(2) 耶利米书(3)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5)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3) 何西阿书(0) 约珥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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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10)
诗歌智慧书(2) 约伯记(0) 诗篇(1) 箴言(0) 传道书(1) 雅歌(0)

创 7:23 只~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
22:12 是你独生的儿子、~不给我。
22:16 不~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
27:36 你没有~为我可祝的福么。
39: 9 并且他没有~一样不交给我、
39: 9 只~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
42:33 可以~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在我
出 8:31 并他的百姓、一个也没有~。
10:15 菜蔬、连一点青的也没有~。
10:19 在埃及的四境连一个也没有~
10:24 只是你们的羊群牛群要~、你
10:26 连一蹄也不~、因为我们要从
民21:35 没有~一个、就得了他的地。
申 2:34 子、尽都毁灭、没有~一个。
 3: 3 我们杀了他们、没有~一个。
28:51 都不给你~、直到将你灭绝。
书 8:22 没有~一个、也没有一个逃脱
10:28 没有~一个．他待玛基大王像
10:30 没有~一个、他待立拿王、像
10:33 的民都击杀了、没有~一个。
10:37 没有~一个．是照他向伊矶伦
10:39 没有~一个．他待底璧和底璧
10:40 没有~一个．将凡有气息的尽
11: 8 将他们击杀、没有~一个。
11:11 凡有气息的没有~一个．约书
11:14 尽．凡有气息的没有~一个。
11:22 列人的地没有~一个亚衲族人
11:22 萨、迦特、和亚实突有~的。
士 2:23 这样耶和华~各族、不将他们
 3: 1 耶和华~这几族、为要试验那
 3: 3 所~的、就是非利士的五个首
 3: 4 ~这几族、为要试验以色列人
 4:16 都倒在刀下、没有~一人。
 6: 4 没有给以色列人~食物．牛羊
 6: 4 留下食物．牛羊驴也没有~。
 7: 8 只~这三百人。米甸营在他下
19: 4 将那人~住了三天．于是二人
21:22 的时候没有给他们~女子为妻

撒上 9:24 这是所~的放在你面前吃吧．
25:13 四百人．~二百人看守器具。
27: 9 无论男女都没有~一个．又夺
27:11 大卫没有~一个、带到迦特来

撒下 8: 4 断蹄筋、但~一百辆车的马。
13:30 的众子都杀了、没有~一个。
15:16 但~十个妃嫔、看守宫殿。
16:21 你父所~看守宫殿的妃嫔、你
17:12 带跟随他的人、一个也不~。
17:23 ~遗言、便吊死了、葬在他父
20: 3 就把从前~看守宫殿的十个妃

王上15:29 没有~一个、都灭尽了、正应
16:11 朋友、也没有~一个男丁。
19:18 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七千人
21: 3 万不敢将我先人~的产业给你
21: 4 我不敢将我先人~的产业给你

王下10:11 耶户尽都杀了、没有~一个。
10:14 共四十二人、没有~一个。
13: 6 并且在撒玛利亚~亚舍拉。
13: 7 只给约哈斯~五十马兵、十辆
20:17 不~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
25:12 但护卫长~些民中最穷的、使

代上18: 4 断蹄筋．但~一百辆车的马。
24: 2 没有~儿子．故此、以利亚撒

代下21:17 谢〕之外、没有~一个儿子。
拉 9:13 当得的、又给我们~这些人．
诗84:11 他未尝~一样好处、不给那些
传 2:10 我没有~不给他的．我心所乐
赛39: 6 不~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
65:15 你们必~自己的名、为我选民
耶40:11 听见巴比伦王~些犹大人、并
50:20 因为我所~的人、我必赦免。
52:16 长尼布撒拉旦~些民中最穷的
结 9: 8 我被~、我就俯伏在地、说、
12:16 我却要~他们几个人得免刀剑
16:39 的华美宝器、~你赤身露体。
23:10 使他在妇女中~臭名．因他们
23:29 ~你赤身露体．你淫乱的下体
珥 2:14 ~余福、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
 2:14 就是~献给耶和华你们　神的
番 3:12 ~困苦贫寒的民．他们必投靠
可12:20 娶了妻、死了、没有~孩子．
12:21 没有~孩子．第三个也是这样
12:22 那七个人都没有~孩子．末了
路10:40 我的妹子~我一个人伺候、你
20:31 娶过他、没有~孩子就死了。

约 4:28 那妇人就~水罐子、往城里去
14:27 我~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
16:32 ~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
20:23 你们~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
20:23 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了。
徒 5: 2 把价银私自~几分、他的妻子
 5: 3 把田地的价银私自~几分呢．
25:21 但保罗求我~他要听皇上审断
25:21 我就吩咐把他~、等我解他到
罗11: 4 我为自己~七千人、是未曾向
林前 7:37 心里又决定了~女儿不出嫁、
门 1:13 我本来有意将他~、在我为福
来 4: 1 我们既蒙~有进入他安息的应
11:22 及、并为自己的骸骨~遗命。

彼前 2:21 给你们~榜样、叫你们跟随他
启11: 2 要~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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