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岂不 圣经(121次)

新约(25次)
福音书(11)
历史书(0)
保罗书信(10)

马太福音(2) 马可福音(1) 路加福音(5) 约翰福音(3)
使徒行传(0)
罗马书(7) 哥林多前书(2) 哥林多后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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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岂不 qǐ bù

普通书信(4) 希伯来书(4) 雅各书(0) 彼得前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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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历史书(16)

预言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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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3) 出埃及记(1) 利未记(0) 民数记(4) 申命记(0)
旧约(96次)

以赛亚书(12) 耶利米书(16)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10)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12) 何西阿书(0) 约珥书(0) 阿摩司书(3) 俄巴底亚书(3) 约拿书(0) 弥迦书(0)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3) 西番雅书(0) 哈该书(1) 撒迦利亚书(1) 玛拉基书(1)

大先知书(38)
诗歌智慧书(22) 约伯记(13) 诗篇(3) 箴言(5) 传道书(1) 雅歌(0)

创 4: 7 ~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
18:25 审判全地的主、~行公义么。
34:23 ~都归我们么．只要依从他们
出 8:26 他们~拿石头打死我们么。
民12:14 他~蒙羞七天么．现在要把他
14: 3 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好么。
23:19 他说话~照着行呢、他发言岂
23:19 着行呢、他发言~要成就呢。
士 4:14 耶和华~在你前头行么．于是
撒上 6: 6 埃及人~释放以色列人、他们

14:30 击杀的非利士人、~更多么。
20: 9 亲决意害你、我~告诉你呢。
20:12 好意、我~打发人告诉你么。
20:30 我~知道你喜悦耶西的儿子、

撒下 4:11 我~向你们讨流他血的罪、从
12:18 他孩子死了、~更加忧伤么。
15:35 ~都在那里么．你在王宫里听
23: 5 所想望的、他~为我成就么。

王下 5:12 罢拿和法珥法~比以色列的一
 5:13 你~作么．何况说你去沐浴、

代下28:10 你们~也有得罪耶和华你们
32:13 你们~知道么．列邦的神、何
拉 9:14 你~向我们发怒、将我们灭绝
斯10: 2 ~都写在玛代和波斯王的历史
伯 4:21 ~从中抽出来呢．他死、且是
 6:30 么．我的口里、~辨奸恶么。
 8:10 他们~指教你、告诉你、从心
11: 2 ~该回答么．多嘴多舌的人、
12:11 耳朵~试验言语、正如上膛尝
13:11 ~叫你们惧怕么．他的惊吓、
13:11 他的惊吓、~临到你们么。
14:16 的脚步、~窥察我的罪过么。
30:24 ~伸手．遇灾难、岂不求救呢
30:24 不伸手．遇灾难、~求救呢。
30:25 我~为他哭泣呢．人穷乏、我
30:25 人穷乏、我~为他忧愁呢。
41: 9 徒然的．一见他、~丧胆么。
诗44:21 　神~鉴察这事么．因为他晓
139:21 我~恨恶他们么．攻击你的、
139:21 攻击你的、我~憎嫌他们么。
箴 8: 1 智慧~呼叫、聪明岂不发声。
 8: 1 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发声。

24:12 ~明白么．保守你命的岂不知
24:12 保守你命的~知道么．他岂不
24:12 他~按各人所行、的报应各人
传 6: 6 众人~都归一个地方去么。
赛10: 8 说、我的臣仆、~都是王么．
10: 9 迦勒挪~像迦基米施么．哈马
10: 9 哈马~像亚珥拔么．撒玛利亚
10: 9 么．撒玛利亚~像大马色么．
10:11 ~照样待耶路撒冷、和其中的
28:25 ~就撒种小茴香、播种大茴香
40:21 你们~曾知道么、你们岂不曾
40:21 你们~曾听见么、从起初岂没
40:28 你~曾知道么、你岂不曾听见
40:28 你~曾听见么、永在的　神耶
43:19 你们~知道么．我必在旷野开
66: 9 ~使他生产呢．你的　神说、
耶 3: 4 你~向我呼叫说、我父阿、你
 5: 9 我~因这些事讨罪呢．岂不报
 5: 9 罪呢．~报复这样的国民呢。
 5:29 我~因这些事讨罪呢．岂不报
 5:29 罪呢．~报复这样的国民呢。
 9: 9 我~因这些事讨他们的罪呢．
 9: 9 罪呢．~报复这样的国民呢。
13:12 我们~确知各坛都要盛满了酒
13:21 痛苦~将你抓住、像产难的妇
23:24 耶和华说、我~充满天地么。
23:29 我的话~像火、又像能打碎磐
38:15 你~定要杀我么．我若劝戒你
44:21 耶和华~记念、心中岂不思想
44:21 华岂不记念、心中~思想么。
49: 9 ~剩下些葡萄呢．盗贼若夜间
49: 9 而来、~毁坏、直到够了呢。
结13:12 人~问你们说、你们抹上未泡
14:21 牲畜从其中剪除、~更重么。
17: 9 鹰~拔出他的根来、芟除他的
17:10 ~全然枯干么、必在生长的畦
18:25 我的道~公平么、你们的道岂
18:29 我的道~公平么、你们的道岂
24:26 那日逃脱的人~来到你这里、
26:15 倒的响声、海岛~都震动么。
34: 2 自己．牧人~当牧养群羊么。
38:14 安然居住之日、你~知道么．

摩 3: 6 百姓~惊恐呢。灾祸若临到一
 8: 8 地~因这事震动、其上的居民
 9: 7 我~看你们如古实人么。我岂
俄 1: 5 ~偷窃直到够了呢．摘葡萄的
 1: 5 到你那里、~剩下些葡萄呢。
 1: 8 我~从以东除灭智慧人、从以
哈 2: 6 ~都要提起诗歌、并俗语、讥
 2: 7 咬伤你的~忽然起来、扰害你
 2: 7 扰害你的~兴起、你就作他们
该 2: 3 如何．~在眼中看如无有么。
亚 1: 6 ~临到你们列祖么．他们就回
玛 2:10 我们~都是一位父么．岂不是
太 7:11 ~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么。
18:12 他~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
可 7:18 ~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
路11:13 ~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么。
14:31 ~先坐下酌量、能用一万兵、
15: 8 ~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
17: 8 ~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
18: 7 多时、~终久给他们伸冤么。
约 4:35 你们~说、到收割的时候、还
 6:42 他的父母我们~认得么．他如
 8:48 是鬼附着的、这话~正对么。
罗 2:26 未受割礼、~算是有割礼么。
 5:15 赐、~更加倍的临到众人么。
 5:17 ~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
 6:16 ~晓得你们献上自己作奴仆、
 7: 1 你们~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
 8:32 ~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
11: 2 你们~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是

林前 8:10 ~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么。
14:23 人进来、~说你们癫狂了么。

林后 3: 8 属灵的职事、~更有荣光么。
来 1:14 天使~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
 9:14 他的血~更能洗净你们的心〔
10: 2 献祭的事~早已止住了么．因
12: 9 我们~更当顺服他得生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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