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豈不 聖經(121次)

新約(25次)
福音書(11)
歷史書(0)
保羅書信(10)

馬太福音(2) 馬可福音(1) 路加福音(5) 約翰福音(3)
使徒行傳(0)
羅馬書(7) 哥林多前書(2) 哥林多後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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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希伯來書(4) 雅各書(0) 彼得前書(0) 彼得後書(0) 約翰壹書(0)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0) 猶大
書(0)
啟示錄(0)

律法書(8)
歷史書(16)

預言書(0)

約書亞記(0) 士師記(1)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5) 撒母耳記下(4) 列王記上(0) 列王記下(2) 歷代
志上(0) 歷代志下(2) 以斯拉記(1)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1)

創世紀(3) 出埃及記(1) 利未記(0) 民數記(4) 申命記(0)
舊約(96次)

以賽亞書(12) 耶利米書(16)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10)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12) 何西阿書(0) 約珥書(0) 阿摩司書(3) 俄巴底亞書(3) 約拿書(0) 彌迦書(0)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3) 西番雅書(0) 哈該書(1) 撒迦利亞書(1) 瑪拉基書(1)

大先知書(38)
詩歌智慧書(22) 約伯記(13) 詩篇(3) 箴言(5) 傳道書(1) 雅歌(0)

創 4: 7 ~蒙悅納、你若行得不好、罪
18:25 審判全地的主、~行公義麼。
34:23 ~都歸我們麼．只要依從他們
出 8:26 他們~拿石頭打死我們麼。
民12:14 他~蒙羞七天麼．現在要把他
14: 3 擄掠、我們回埃及去~好麼。
23:19 他說話~照著行呢、他發言豈
23:19 著行呢、他發言~要成就呢。
士 4:14 耶和華~在你前頭行麼．於是
撒上 6: 6 埃及人~釋放以色列人、他們

14:30 擊殺的非利士人、~更多麼。
20: 9 親決意害你、我~告訴你呢。
20:12 好意、我~打發人告訴你麼。
20:30 我~知道你喜悅耶西的兒子、

撒下 4:11 我~向你們討流他血的罪、從
12:18 他孩子死了、~更加憂傷麼。
15:35 ~都在那裏麼．你在王宮裏聽
23: 5 所想望的、他~為我成就麼。

王下 5:12 罷拿和法珥法~比以色列的一
 5:13 你~作麼．何況說你去沐浴、

代下28:10 你們~也有得罪耶和華你們
32:13 你們~知道麼．列邦的神、何
拉 9:14 你~向我們發怒、將我們滅絕
斯10: 2 ~都寫在瑪代和波斯王的歷史
伯 4:21 ~從中抽出來呢．他死、且是
 6:30 麼．我的口裏、~辨奸惡麼。
 8:10 他們~指教你、告訴你、從心
11: 2 ~該回答麼．多嘴多舌的人、
12:11 耳朵~試驗言語、正如上膛嘗
13:11 ~叫你們懼怕麼．他的驚嚇、
13:11 他的驚嚇、~臨到你們麼。
14:16 的腳步、~窺察我的罪過麼。
30:24 ~伸手．遇災難、豈不求救呢
30:24 不伸手．遇災難、~求救呢。
30:25 我~為他哭泣呢．人窮乏、我
30:25 人窮乏、我~為他憂愁呢。
41: 9 徒然的．一見他、~喪膽麼。
詩44:21 　神~鑒察這事麼．因為他曉
139:21 我~恨惡他們麼．攻擊你的、
139:21 攻擊你的、我~憎嫌他們麼。
箴 8: 1 智慧~呼叫、聰明豈不發聲。
 8: 1 智慧豈不呼叫、聰明~發聲。

24:12 ~明白麼．保守你命的豈不知
24:12 保守你命的~知道麼．他豈不
24:12 他~按各人所行、的報應各人
傳 6: 6 眾人~都歸一個地方去麼。
賽10: 8 說、我的臣僕、~都是王麼．
10: 9 迦勒挪~像迦基米施麼．哈馬
10: 9 哈馬~像亞珥拔麼．撒瑪利亞
10: 9 麼．撒瑪利亞~像大馬色麼．
10:11 ~照樣待耶路撒冷、和其中的
28:25 ~就撒種小茴香、播種大茴香
40:21 你們~曾知道麼、你們豈不曾
40:21 你們~曾聽見麼、從起初豈沒
40:28 你~曾知道麼、你豈不曾聽見
40:28 你~曾聽見麼、永在的　神耶
43:19 你們~知道麼．我必在曠野開
66: 9 ~使他生產呢．你的　神說、
耶 3: 4 你~向我呼叫說、我父阿、你
 5: 9 我~因這些事討罪呢．豈不報
 5: 9 罪呢．~報復這樣的國民呢。
 5:29 我~因這些事討罪呢．豈不報
 5:29 罪呢．~報復這樣的國民呢。
 9: 9 我~因這些事討他們的罪呢．
 9: 9 罪呢．~報復這樣的國民呢。
13:12 我們~確知各罈都要盛滿了酒
13:21 痛苦~將你抓住、像產難的婦
23:24 耶和華說、我~充滿天地麼。
23:29 我的話~像火、又像能打碎磐
38:15 你~定要殺我麼．我若勸戒你
44:21 耶和華~記念、心中豈不思想
44:21 華豈不記念、心中~思想麼。
49: 9 ~剩下些葡萄呢．盜賊若夜間
49: 9 而來、~毀壞、直到夠了呢。
結13:12 人~問你們說、你們抹上未泡
14:21 牲畜從其中剪除、~更重麼。
17: 9 鷹~拔出他的根來、芟除他的
17:10 ~全然枯乾麼、必在生長的畦
18:25 我的道~公平麼、你們的道豈
18:29 我的道~公平麼、你們的道豈
24:26 那日逃脫的人~來到你這裏、
26:15 倒的響聲、海島~都震動麼。
34: 2 自己．牧人~當牧養群羊麼。
38:14 安然居住之日、你~知道麼．

摩 3: 6 百姓~驚恐呢。災禍若臨到一
 8: 8 地~因這事震動、其上的居民
 9: 7 我~看你們如古實人麼。我豈
俄 1: 5 ~偷竊直到夠了呢．摘葡萄的
 1: 5 到你那裏、~剩下些葡萄呢。
 1: 8 我~從以東除滅智慧人、從以
哈 2: 6 ~都要提起詩歌、並俗語、譏
 2: 7 咬傷你的~忽然起來、擾害你
 2: 7 擾害你的~興起、你就作他們
該 2: 3 如何．~在眼中看如無有麼。
亞 1: 6 ~臨到你們列祖麼．他們就回
瑪 2:10 我們~都是一位父麼．豈不是
太 7:11 ~更把好東西給求他的人麼。
18:12 他~撇下這九十九隻、往山裏
可 7:18 ~曉得凡從外面進入的、不能
路11:13 ~更將聖靈給求他的人麼。
14:31 ~先坐下酌量、能用一萬兵、
15: 8 ~點上燈、打掃屋子、細細的
17: 8 ~對他說、你給我預備晚飯、
18: 7 多時、~終久給他們伸冤麼。
約 4:35 你們~說、到收割的時候、還
 6:42 他的父母我們~認得麼．他如
 8:48 是鬼附著的、這話~正對麼。
羅 2:26 未受割禮、~算是有割禮麼。
 5:15 賜、~更加倍的臨到眾人麼。
 5:17 ~更要因耶穌基督一人在生命
 6:16 ~曉得你們獻上自己作奴僕、
 7: 1 你們~曉得律法管人是在活著
 8:32 ~也把萬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賜
11: 2 你們~曉得經上論到以利亞是

林前 8:10 ~放膽去吃那祭偶像之物麼。
14:23 人進來、~說你們癲狂了麼。

林後 3: 8 屬靈的職事、~更有榮光麼。
來 1:14 天使~都是服役的靈、奉差遣
 9:14 他的血~更能洗淨你們的心〔
10: 2 獻祭的事~早已止住了麼．因
12: 9 我們~更當順服他得生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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