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朋 聖經(98次)

新約(30次)
福音書(25)
歷史書(2)
保羅書信(0)

馬太福音(4)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15) 約翰福音(6)
使徒行傳(2)
羅馬書(0) 哥林多前書(0) 哥林多後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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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希伯來書(0) 雅各書(1) 彼得前書(0) 彼得後書(0) 約翰壹書(0)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2) 猶大
書(0)
啟示錄(0)

律法書(5)
歷史書(14)

預言書(0)

約書亞記(0) 士師記(1)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1) 撒母耳記下(6) 列王記上(2) 列王記下(0) 歷代
志上(0) 歷代志下(1)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3)

創世紀(3) 出埃及記(1) 利未記(0) 民數記(0) 申命記(1)
舊約(68次)

以賽亞書(1) 耶利米書(7)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結書(0)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1) 何西阿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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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詩歌智慧書(39) 約伯記(13) 詩篇(6) 箴言(18) 傳道書(0) 雅歌(2)

創26:26 同他的~友亞戶撒、和他的軍
38:12 就和他~友亞杜蘭人希拉上亭
38:20 猶大託他~友亞杜蘭人、送一
出33:11 好像人與~友說話一般．摩西
申13: 6 或是如同你性命的~友、若暗
士14:20 的陪伴、就是作過他~友的。
撒上30:26 中取些送給他~友猶大的長老
撒下 3: 8 ~友、不將你交在大衛手裏、

13: 3 暗嫩有一個~友、名叫約拿達
15:37 於是大衛的~友戶篩進了城．
16:16 大衛的~友、亞基人戶篩、去
16:17 這是你恩待~友麼．為甚麼不
16:17 為甚麼不與你的~友同去呢。

王上 4: 5 王的~友拿單的兒子撒布得作
16:11 ~友、也沒有留下一個男丁。

代下20: 7 將這地賜給你~友亞伯拉罕的
斯 5:10 叫人請他~友和他妻子細利斯
 5:14 細利斯和他一切的~友對他說
 6:13 他的妻細利斯和他的眾~友聽
伯 2:11 約伯的三個~友、提幔人以利
 6:14 他的~友、當以慈愛待他。
 6:27 為孤兒拈鬮、以~友當貨物。
12: 4 竟成了~友所譏笑的．公義完
16:20 我的~友譏誚我．我卻向　神
16:21 白、如同人與~友辯白一樣。
17: 5 控告他的~友、以朋友為可搶
17: 5 以~友為可搶奪的、連他兒女
19:21 我~友阿、可憐我、可憐我、
32: 3 他又向約伯的三個~友發怒、
35: 4 回答你、和在你這裏的~友。
42: 7 和你兩個~友發作．因為你們
42:10 約伯為他的~友祈禱、耶和華
詩15: 3 不惡待~友、也不隨夥毀謗鄰
35:14 好像他是我的~友、我的弟兄
38:11 我的良~密友、因我的災病、
41: 9 連我知己的~友、我所倚靠、
55:13 我的同伴、是我知己的~友。
88:18 你把我的良~密友隔在遠處、
箴 6: 1 你若為~友作保、替外人擊掌
 6: 3 你既落在~友手中、就當這樣
 6: 3 你要自卑、去懇求你的~友．
14:20 舍也恨他．富足人~友最多。

17:17 ~友乃時常親愛．弟兄為患難
18:24 濫交~友的、自取敗壞．但有
18:24 但有一~友、比弟兄更親密。
19: 4 財物使~友增多．但窮人朋友
19: 4 朋友增多．但窮人~友遠離。
19: 6 愛送禮的、人都為他的~友。
19: 7 何況他的~友、更遠離他．他
27: 6 ~友加的傷痕出於忠誠．仇敵
27: 9 ~友誠實的勸教、也是如此甘
27:10 你的~友、和父親的朋友、你
27:10 和父親的~友、你都不可離棄
27:14 大聲給~友祝福的、就算是咒
27:17 ~友相感、〔原文作磨朋友的
27:17 原文作磨~友的臉〕也是如此
歌 5: 1 我的~友們、請吃、我所親愛
 5:16 是我的良人、這是我的~友。
賽41: 8 的、我~友亞伯拉罕的後裔、
耶 6:21 上．鄰舍與~友、也都滅亡。
13:21 和華立你自己所交的~友為首
19: 9 自己兒女的肉、和~友的肉。
20: 4 你也必使眾~友驚嚇、他們必
20: 6 你和你的眾~友、就是你向他
20:10 就是我知己的~友也都窺探我
38:22 你知己的~友催逼你、勝過你
哀 1: 2 他的~友、都以詭詐待他、成
何 8: 9 行的野驢．以法蓮賄買~黨。
太11:19 是稅吏和罪人的~友．但智慧
20:13 ~友、我不虧負你．你與我講
22:12 ~友、你到這裏來、怎麼不穿
26:50 ~友、你來要作的事、就作吧
路 7: 6 百夫長託幾個~友去見耶穌、
 7:34 的人、是稅吏和罪人的~友。
11: 5 你們中間誰有一個~友、半夜
11: 5 說、~友、請借給我三個餅．
11: 6 因為我有一個~友行路、來到
11: 8 雖不因他是~友起來給他、但
12: 4 我的~友、我對你們說、那殺
14:10 ~友、請上坐．那時你在同席
14:12 不要請你的~友、弟兄、親屬
15: 6 就請~友鄰舍來、對他們說、
15: 9 就請~友鄰舍來、對他們說、
15:29 羔、叫我和~友、一同快樂．

16: 9 結交~友．到了錢財無用的時
21:16 ~友、也要把你們交官．你們
23:12 有仇．在那一天就成了~友。
約 3:29 新郎的~友站著聽見新郎的聲
11:11 我們的~友拉撒路睡了、我去
15:13 人為~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
15:14 所吩咐的、就是我的~友了。
15:15 我乃稱你們為~友．因我從我
19:12 原文作~友〕凡以自己為王的
徒19:31 是保羅的~友、打發人來勸他
27: 3 准他往~友那裏去、受他們的
雅 2:23 他又得稱為　神的~友。
約參 1:15 眾位~友都問你安。請你替我

 1:15 你替我按著姓名問眾位~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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