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朋友 圣经(95次)

新约(30次)
福音书(25)
历史书(2)
保罗书信(0)

马太福音(4)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15) 约翰福音(6)
使徒行传(2)
罗马书(0) 哥林多前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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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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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3) 希伯来书(0) 雅各书(1) 彼得前书(0) 彼得后书(0) 约翰壹书(0)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2) 犹大
书(0)
启示录(0)

律法书(5)
历史书(14)

预言书(0)

约书亚记(0) 士师记(1)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1) 撒母耳记下(6) 列王记上(2) 列王记下(0) 历代
志上(0) 历代志下(1)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3)

创世纪(3) 出埃及记(1) 利未记(0) 民数记(0) 申命记(1)
旧约(65次)

以赛亚书(1) 耶利米书(7)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结书(0)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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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9)
诗歌智慧书(37) 约伯记(13) 诗篇(4) 箴言(18) 传道书(0) 雅歌(2)

创26:26 同他的~亚户撒、和他的军长
38:12 就和他~亚杜兰人希拉上亭拿
38:20 犹大托他~亚杜兰人、送一只
出33:11 好像人与~说话一般．摩西转
申13: 6 或是如同你性命的~、若暗中
士14:20 孙的陪伴、就是作过他~的。
撒上30:26 物中取些送给他~犹大的长老
撒下 3: 8 ~、不将你交在大卫手里、今

13: 3 暗嫩有一个~、名叫约拿达、
15:37 于是大卫的~户筛进了城．押
16:16 大卫的~、亚基人户筛、去见
16:17 这是你恩待~么．为什么不与
16:17 为什么不与你的~同去呢。

王上 4: 5 王的~拿单的儿子撒布得作领
16:11 ~、也没有留下一个男丁。

代下20: 7 将这地赐给你~亚伯拉罕的后
斯 5:10 叫人请他~和他妻子细利斯来
 5:14 妻细利斯和他一切的~对他说
 6:13 给他的妻细利斯和他的众~听
伯 2:11 约伯的三个~、提幔人以利法
 6:14 人、他的~、当以慈爱待他。
 6:27 想为孤儿拈阄、以~当货物。
12: 4 竟成了~所讥笑的．公义完全
16:20 我的~讥诮我．我却向　神眼
16:21 辩白、如同人与~辩白一样。
17: 5 控告他的~、以朋友为可抢夺
17: 5 以~为可抢夺的、连他儿女的
19:21 我~阿、可怜我、可怜我、因
32: 3 他又向约伯的三个~发怒、因
35: 4 要回答你、和在你这里的~。
42: 7 和你两个~发作．因为你们议
42:10 约伯为他的~祈祷、耶和华就
诗15: 3 不恶待~、也不随伙毁谤邻里
35:14 好像他是我的~、我的弟兄．
41: 9 连我知己的~、我所倚靠、吃
55:13 是我的同伴、是我知己的~。
箴 6: 1 你若为~作保、替外人击掌、
 6: 3 你既落在~手中、就当这样行
 6: 3 你要自卑、去恳求你的~．
14:20 邻舍也恨他．富足人~最多。
17:17 ~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
18:24 滥交~的、自取败坏．但有一

18:24 但有一~、比弟兄更亲密。
19: 4 财物使~增多．但穷人朋友远
19: 4 使朋友增多．但穷人~远离。
19: 6 爱送礼的、人都为他的~。
19: 7 何况他的~、更远离他．他用
27: 6 ~加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
27: 9 ~诚实的劝教、也是如此甘美
27:10 你的~、和父亲的朋友、你都
27:10 和父亲的~、你都不可离弃．
27:14 大声给~祝福的、就算是咒诅
27:17 ~相感、〔原文作磨朋友的脸
27:17 原文作磨~的脸〕也是如此。
歌 5: 1 我的~们、请吃、我所亲爱的
 5:16 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
赛41: 8 选的、我~亚伯拉罕的后裔、
耶 6:21 其上．邻舍与~、也都灭亡。
13:21 耶和华立你自己所交的~为首
19: 9 吃自己儿女的肉、和~的肉。
20: 4 你也必使众~惊吓、他们必倒
20: 6 你和你的众~、就是你向他们
20:10 就是我知己的~也都窥探我、
38:22 你知己的~催逼你、胜过你．
哀 1: 2 他的~、都以诡诈待他、成为
太11:19 是税吏和罪人的~．但智慧之
20:13 ~、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
22:12 ~、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
26:50 ~、你来要作的事、就作吧。
路 7: 6 百夫长托几个~去见耶稣、对
 7:34 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
11: 5 你们中间谁有一个~、半夜到
11: 5 去说、~、请借给我三个饼．
11: 6 因为我有一个~行路、来到我
11: 8 虽不因他是~起来给他、但因
12: 4 我的~、我对你们说、那杀身
14:10 ~、请上坐．那时你在同席的
14:12 不要请你的~、弟兄、亲属、
15: 6 就请~邻舍来、对他们说、我
15: 9 就请~邻舍来、对他们说、我
15:29 羊羔、叫我和~、一同快乐．
16: 9 结交~．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
21:16 ~、也要把你们交官．你们也
23:12 此有仇．在那一天就成了~。

约 3:29 新郎的~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
11:11 我们的~拉撒路睡了、我去叫
15:13 人为~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
15:14 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了。
15:15 我乃称你们为~．因我从我父
19:12 原文作~〕凡以自己为王的、
徒19:31 是保罗的~、打发人来劝他、
27: 3 准他往~那里去、受他们的照
雅 2:23 义。』他又得称为　神的~。
约叁 1:15 众位~都问你安。请你替我按

 1:15 请你替我按着姓名问众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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