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豈能 聖經(89次)

新約(10次)
福音書(9)
歷史書(0)
保羅書信(1)

馬太福音(3) 馬可福音(1) 路加福音(2) 約翰福音(3)
使徒行傳(0)
羅馬書(1) 哥林多前書(0) 哥林多後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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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希伯來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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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歷史書(9)

預言書(0)

約書亞記(0) 士師記(3) 路得記(2) 撒母耳記上(1) 撒母耳記下(1) 列王記上(0) 列王記下(0) 歷代
志上(0) 歷代志下(0)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2) 以斯帖記(0)

創世紀(4) 出埃及記(0) 利未記(1) 民數記(1) 申命記(0)
舊約(79次)

以賽亞書(6) 耶利米書(9)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8)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11) 何西阿書(0) 約珥書(0) 阿摩司書(7)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1) 彌迦書(0)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3)

大先知書(23)
詩歌智慧書(30) 約伯記(18) 詩篇(8) 箴言(4) 傳道書(0) 雅歌(0)

創18:12 我主也老邁、~有這喜事呢。
30: 2 是　神、我~代替他作主呢。
41:38 在他裏頭、我們~找得著呢。
50:19 不要害怕、我~代替　神呢。
利10:19 贖罪祭、耶和華~看為美呢。
民22:38 現在我~擅自說甚麼呢．　神
士 5: 8 色列四萬人中~見籐牌槍矛呢
 8: 2 我所行的~比你們所行的呢．
 8: 3 ~比你們所行的呢．基甸說了
得 1:13 你們~等著他們長大呢、你們
 1:13 你們~等著他們不嫁別人呢．

撒上11:12 那說掃羅~管理我們的、是誰
撒下12:23 我~使他返回呢。我必往他那
尼 2: 3 被火焚燒、我~面無愁容麼。
 6:11 ~進入殿裏保全生命呢．我不
伯 4:17 必死的人~比　神公義麼．人
 4:17 麼．人~比造他的主潔淨麼。
 6: 5 ~叫喚．牛有料、豈能吼叫。
 6: 5 豈能叫喚．牛有料、~吼叫。
 8: 3 　神~偏離公平．全能者豈能
 8: 3 離公平．全能者~偏離公義。
 8:11 ~發長．蘆荻沒有水豈能生發
 8:11 能發長．蘆荻沒有水~生發。
11: 3 ~使人不作聲麼．你戲笑的時
11: 7 麼．你~盡情測透全能者麼。
14:14 ~再活呢。我只要在我一切爭
22: 2 人~使　神有益呢．智慧人但
22: 3 你行為完全、~使他得利呢。
22:13 他~看透幽暗施行審判呢。
25: 3 ~數算．他的光亮一發、誰不
27: 9 臨到他、　神~聽他的呼求。
37:18 你~與　神同鋪穹蒼麼．這穹
39:10 你~用套繩將野牛籠在犁溝之
詩30: 9 塵土~稱讚你、傳說你的誠實
56: 7 他們~因罪孽逃脫麼．　神阿
78:19 　神在曠野~擺設筵席麼。
88:11 ~在墳墓裏述說你的慈愛麼．
88:11 ~在滅亡中述說你的信實麼．
88:12 ~在幽暗裏被知道麼．你的公
88:12 你的公義~在忘記之地被知道
94:20 上行奸惡的、~與你相交麼。
箴 6:27 若懷裏搋火、衣服~不燒呢。

 6:28 若在火炭上走、腳~不燙呢。
20:24 所定．人~明白自己的路呢。
27:24 不能永有．冠冕~存到萬代。
賽49:24 勇士搶去的~奪回、該擄掠的
49:24 能奪回、該擄掠的~解救麼。
57: 6 了供物．因這事我~容忍麼。
66: 8 國~一日而生．民豈能一時而
66: 8 民~一時而產．因為錫安一劬
66: 9 他生產、~使他閉胎不生呢。
耶 2:32 處女~忘記他的妝飾呢、新婦
 2:32 新婦~忘記他的美衣呢．我的
 3: 1 前夫~再收回他來．若收回他
13:23 古實人~改變皮膚呢．豹豈能
13:23 豹~改變斑點呢．若能、你們
15:12 人~將銅與鐵、就是北方的鐵
18:14 從田野的磐石上~斷絕呢。從
18:14 遠處流下的涼水、~乾涸呢。
23:24 人~在隱密處藏身、使我看不
結14: 3 前、我~絲毫被他們求問麼。
17: 9 這葡萄樹~發旺呢．鷹豈不拔
17:10 ~發旺呢、一經東風、豈不全
17:15 他~亨通呢、行這樣事的人、
17:15 ~逃脫呢、他背約豈能逃脫呢
17:15 能逃脫呢、他背約~逃脫呢。
18:13 這人~存活呢、他必不能存活
18:24 他~存活麼．他所行的一切義
摩 3: 3 二人若不同心、~同行呢。
 3: 4 ~在林中咆哮呢。少壯獅子若
 3: 4 若無所得、~從洞中發聲呢。
 3: 5 雀鳥~陷在網羅裏呢。網羅若
 3: 5 若無所得、~從地上翻起呢。
 6:12 馬~在崖石上奔跑．人豈能在
 6:12 人~在那裏用牛耕種呢。你們
拿 4:11 有許多牲畜、我~不愛惜呢。
瑪 1: 8 ~看你的情面麼．這是萬軍之
 1: 9 他~看你們的情面麼。這是萬
 1:13 我~從你們手中收納呢．這是
太 7:16 荊棘上~摘葡萄呢．蒺藜裏豈
 7:16 萄呢．蒺藜裏~摘無花果呢。
 9:15 陪伴之人~哀慟呢．但日子將
可 2:19 陪伴之人~禁食呢．新郎還同
路 5:34 時候、~叫陪伴之人禁食呢。

 6:39 瞎子~領瞎子、兩個人不是都
約 3: 4 生呢．~再進母腹生出來麼。
 7:31 蹟、~比這人所行的更多麼。
10:21 鬼~叫瞎子的眼睛開了呢。
羅 9:20 受造之物~對造他的說、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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