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岂能 圣经(89次)

新约(10次)
福音书(9)
历史书(0)
保罗书信(1)

马太福音(3) 马可福音(1) 路加福音(2) 约翰福音(3)
使徒行传(0)
罗马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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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希伯来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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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历史书(9)

预言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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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4) 出埃及记(0) 利未记(1) 民数记(1) 申命记(0)
旧约(79次)

以赛亚书(6) 耶利米书(9)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8)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11) 何西阿书(0) 约珥书(0) 阿摩司书(7)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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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先知书(23)
诗歌智慧书(30) 约伯记(18) 诗篇(8) 箴言(4) 传道书(0) 雅歌(0)

创18:12 我主也老迈、~有这喜事呢。
30: 2 是　神、我~代替他作主呢。
41:38 在他里头、我们~找得着呢。
50:19 不要害怕、我~代替　神呢。
利10:19 赎罪祭、耶和华~看为美呢。
民22:38 现在我~擅自说什么呢．　神
士 5: 8 色列四万人中~见藤牌枪矛呢
 8: 2 我所行的~比你们所行的呢．
 8: 3 ~比你们所行的呢．基甸说了
得 1:13 你们~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
 1:13 你们~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

撒上11:12 那说扫罗~管理我们的、是谁
撒下12:23 我~使他返回呢。我必往他那
尼 2: 3 被火焚烧、我~面无愁容么。
 6:11 ~进入殿里保全生命呢．我不
伯 4:17 必死的人~比　神公义么．人
 4:17 么．人~比造他的主洁净么。
 6: 5 ~叫唤．牛有料、岂能吼叫。
 6: 5 岂能叫唤．牛有料、~吼叫。
 8: 3 　神~偏离公平．全能者岂能
 8: 3 离公平．全能者~偏离公义。
 8:11 ~发长．芦荻没有水岂能生发
 8:11 能发长．芦荻没有水~生发。
11: 3 ~使人不作声么．你戏笑的时
11: 7 么．你~尽情测透全能者么。
14:14 ~再活呢。我只要在我一切争
22: 2 人~使　神有益呢．智慧人但
22: 3 你行为完全、~使他得利呢。
22:13 他~看透幽暗施行审判呢。
25: 3 ~数算．他的光亮一发、谁不
27: 9 临到他、　神~听他的呼求。
37:18 你~与　神同铺穹苍么．这穹
39:10 你~用套绳将野牛笼在犁沟之
诗30: 9 尘土~称赞你、传说你的诚实
56: 7 他们~因罪孽逃脱么．　神阿
78:19 　神在旷野~摆设筵席么。
88:11 ~在坟墓里述说你的慈爱么．
88:11 ~在灭亡中述说你的信实么．
88:12 ~在幽暗里被知道么．你的公
88:12 你的公义~在忘记之地被知道
94:20 上行奸恶的、~与你相交么。
箴 6:27 若怀里搋火、衣服~不烧呢。

 6:28 若在火炭上走、脚~不烫呢。
20:24 所定．人~明白自己的路呢。
27:24 不能永有．冠冕~存到万代。
赛49:24 勇士抢去的~夺回、该掳掠的
49:24 能夺回、该掳掠的~解救么。
57: 6 了供物．因这事我~容忍么。
66: 8 国~一日而生．民岂能一时而
66: 8 民~一时而产．因为锡安一劬
66: 9 他生产、~使他闭胎不生呢。
耶 2:32 处女~忘记他的妆饰呢、新妇
 2:32 新妇~忘记他的美衣呢．我的
 3: 1 前夫~再收回他来．若收回他
13:23 古实人~改变皮肤呢．豹岂能
13:23 豹~改变斑点呢．若能、你们
15:12 人~将铜与铁、就是北方的铁
18:14 从田野的磐石上~断绝呢。从
18:14 远处流下的凉水、~干涸呢。
23:24 人~在隐密处藏身、使我看不
结14: 3 前、我~丝毫被他们求问么。
17: 9 这葡萄树~发旺呢．鹰岂不拔
17:10 ~发旺呢、一经东风、岂不全
17:15 他~亨通呢、行这样事的人、
17:15 ~逃脱呢、他背约岂能逃脱呢
17:15 能逃脱呢、他背约~逃脱呢。
18:13 这人~存活呢、他必不能存活
18:24 他~存活么．他所行的一切义
摩 3: 3 二人若不同心、~同行呢。
 3: 4 ~在林中咆哮呢。少壮狮子若
 3: 4 若无所得、~从洞中发声呢。
 3: 5 雀鸟~陷在网罗里呢。网罗若
 3: 5 若无所得、~从地上翻起呢。
 6:12 马~在崖石上奔跑．人岂能在
 6:12 人~在那里用牛耕种呢。你们
拿 4:11 有许多牲畜、我~不爱惜呢。
玛 1: 8 ~看你的情面么．这是万军之
 1: 9 他~看你们的情面么。这是万
 1:13 我~从你们手中收纳呢．这是
太 7:16 荆棘上~摘葡萄呢．蒺藜里岂
 7:16 萄呢．蒺藜里~摘无花果呢。
 9:15 陪伴之人~哀恸呢．但日子将
可 2:19 陪伴之人~禁食呢．新郎还同
路 5:34 时候、~叫陪伴之人禁食呢。

 6:39 瞎子~领瞎子、两个人不是都
约 3: 4 生呢．~再进母腹生出来么。
 7:31 迹、~比这人所行的更多么。
10:21 鬼~叫瞎子的眼睛开了呢。
罗 9:20 受造之物~对造他的说、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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