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偏 圣经(102次)

新约(15次)
福音书(1)
历史书(1)
保罗书信(10)

马太福音(0)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0) 约翰福音(1)
使徒行传(1)
罗马书(2) 哥林多前书(0) 哥林多后书(1) 加拉太书(0) 以弗所书(1) 腓立比书(0) 歌罗西书(1) 帖
撒罗尼迦前书(0) 帖撒罗尼迦后书(0) 提摩太前书(3) 提摩太后书(2)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偏 piān

普通书信(3) 希伯来书(0) 雅各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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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律法书(28)
历史书(17)

预言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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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0) 出埃及记(3) 利未记(4) 民数记(5) 申命记(16)
旧约(87次)

以赛亚书(5) 耶利米书(0)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0) 但以理书(2)
小先知书(5) 何西阿书(2) 约珥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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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先知书(7)
诗歌智慧书(30) 约伯记(8) 诗篇(14) 箴言(8) 传道书(0) 雅歌(0)

出23: 2 随众~行、作见证屈枉正直．
23: 3 可在争讼的事上、~护穷人。
32: 8 他们快快~离了我所吩咐的道
利19: 4 你们不可~向虚无的神、也不
19:15 不可~护穷人、也不可重看有
19:31 不可~向那些交鬼的、和行巫
20: 6 人~向交鬼的、和行巫术的、
民20:17 不~左右、直到过了你的境界
21:22 我们不~入田间、和葡萄园、
22:32 因你所行的、在我面前~僻。
22:33 看见我就三次从我面前~过去
22:33 驴若没有~过去、我早把你杀
申 2:27 经过、只走大道、不~左右。
 5:32 的谨守遵行．不可~离左右。
 9:12 他们快快的~离了我所吩咐的
 9:16 快快的~离了耶和华所吩咐你
11:16 就~离正路、去事奉敬拜别神
11:28 ~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
17:11 你的判语、你不可~离左右。
17:17 恐怕他的心~邪．也不可为自
17:20 ~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
17:20 偏左~右、离了这诫命．这样
28:13 不~左右、也不随从事奉别神
29:18 今日心里~离耶和华我们的
30:17 倘若你心里~离不肯听从、却
31:18 因他们~向别神所行的一切恶
31:20 就必~向别神事奉他们、藐视
31:29 ~离我所吩咐你们的道、行耶
书 1: 7 不可~离左右、使你无论往那
17:12 居民、迦南人~要住在那地．
23: 6 上的一切话．不可~离左右。
士 2:17 速速的~离他们列祖所行的道
19: 8 等到日头~西再走．于是二人
19: 9 日头~西了、请你再住一夜、

撒上 6:12 不~左右．非利士的首领跟在
12:20 却不要~离耶和华、只要尽心
12:21 若~离耶和华去顺从那不能救

撒下 2:19 押尼珥、直追赶他不~左右。
14:19 不~左右．是王的仆人约押吩

王上11: 9 因为他的心~离向他两次显现
22:43 不~离左右、行耶和华眼中看

王下22: 2 大卫一切所行的、不~左右。

代下19: 7 义、不~待人、也不受贿赂。
20:32 不~左右、行耶和华眼中看为
34: 2 他祖大卫所行的、不~左右。
伯 6:18 顺河~行．到荒野之地死亡。
 8: 3 　神岂能~离公平．全能者岂
 8: 3 公平．全能者岂能~离公义。
23:11 我谨守他的道、并不~离。
31: 7 我的脚步若~离正路、我的心
34:12 作恶、全能者也不~离公平。
34:27 因为他们~行不跟从他、也不
36:18 罚．也不可因赎价大就~行。
诗14: 3 他们都~离正路、一同变为污
40: 4 不理会狂傲和~向虚假之辈的
44:18 我们的脚也没有~离你的路。
102:11 如日影~斜．我也如草枯干。
109:23 我如日影渐渐~斜而去．我如
119:10 求你不要叫我~离你的命令。
119:21 受咒诅~离你命令的骄傲人、
119:51 我．我却未曾~离你的律法。
119:102我没有~离你的典章．因为你
119:110罗．我却没有~离你的训词。
119:118凡~离你律例的人、你都轻弃
119:157多．我却没有~离你的法度。
125: 5 至于那~行弯曲道路的人、耶
141: 4 ~向邪恶、以致我和作孽的人
箴 2:15 中弯曲、在他们的路上~僻。
 2:18 陷入死地、他的路~向阴间．
 4: 5 也不可~离我口中的言语．
 4:27 不可~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
 7:25 不可~向淫妇的道．不要入他
18: 5 ~断义人的案件、都为不善。
19:27 教训、而又~离知识的言语。
22: 6 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离。
赛30:11 ~离直路．不要在我们面前、
44:20 使他~邪、他不能自救、也不
47:10 使你~邪、并且你心里说、惟
53: 6 各人~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
56:11 各人~行己路、各从各方求自
但 9: 5 恶叛逆、~离你的诫命典章．
 9:11 ~行、不听从你的话、因此、
何 3: 1 虽然~向别神、喜爱葡萄饼、
11: 7 我的民~要背道离开我、众先

珥 2: 8 其路．直闯兵器、不~左右。
玛 2: 8 你们却~离正道、使许多人在
 3: 7 你们常常~离我的典章、而不
约 8:44 你们~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
徒10:34 我真看出　神是不~待人．
罗 2:11 因为　神不~待人。
 3:12 都是~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

林后11: 3 我只怕你们的心或~于邪、失
弗 6: 9 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待人。
西 3:25 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待人。
提前 1: 6 有人~离这些、反去讲虚浮的

 5:21 存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心。
 6:21 就~离了真道。愿恩惠常与你

提后 2:18 他们~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
 4: 4 不听真道、~向荒渺的言语。
雅 2: 4 这岂不是你们~心待人、用恶
 3:17 善果、没有~见、没有假冒。

彼前 1:17 你们既称那不~待人、按各人

aBibleTool v0.94.2008.10 1 偏 piān

http://www.abibletoo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