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余 圣经(140次)

新约(32次)
福音书(8)
历史书(6)
保罗书信(11)

马太福音(3) 马可福音(2) 路加福音(2) 约翰福音(1)
使徒行传(6)
罗马书(2) 哥林多前书(4) 哥林多后书(1) 加拉太书(1) 以弗所书(0) 腓立比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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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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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律法书(5)
历史书(84)

预言书(7)

约书亚记(8) 士师记(4)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2) 撒母耳记下(2) 列王记上(14) 列王记下(22) 历
代志上(7) 历代志下(12) 以斯拉记(3) 尼希米记(9) 以斯帖记(1)

创世纪(3) 出埃及记(0) 利未记(0) 民数记(1) 申命记(1)
旧约(108次)

以赛亚书(0) 耶利米书(4)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6) 但以理书(4)
小先知书(2) 何西阿书(0) 约珥书(0) 阿摩司书(0)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1)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1)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14)
诗歌智慧书(3) 约伯记(2) 诗篇(1) 箴言(0) 传道书(0) 雅歌(0)

创14:10 里的、~的人都往山上逃跑。
30:36 程．雅各就牧养拉班~的羊。
44:10 作我的奴仆．~的都没有罪。
民26:20 犹大~的众子．属示拉的、有
申 3:13 ~的基列地、和巴珊全地、就
书17: 2 玛拿西~的子孙、按着宗族拈
17: 6 基列地是属玛拿西~的子孙。
18: 2 以色列人中~的七个支派、还
21: 5 哥辖~的子孙、从以法莲支派
21:20 就是哥辖~的子孙、拈阄所得
21:26 哥辖~的子孙、共有十座城、
21:34 ~利未支派米拉利子孙、从西
21:40 ~利未支派的人、就是米拉利
士 7: 6 有三百人．~的都跪下喝水。
 7: 7 ~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处去。
 7: 8 ~的以色列人、基甸都打发他
20:45 ~的人转身向旷野逃跑、往临

撒上13: 2 ~的人扫罗都打发各回各家去
15:15 的　神．~的我们都灭尽了。

撒下10:10 ~的兵交与他兄弟亚比筛、对
12:28 现在你要聚集~的军兵来、安

王上11:41 所罗门~的事、凡他所行的、
12:23 便雅悯全家、并~的民、说、
14:19 耶罗波安~的事、他怎样争战
14:29 罗波安~的事、凡他所行的、
15: 7 亚比央~的事、凡他所行的、
15:23 亚撒~的事、凡他所行的、并
15:31 拿答~的事、凡他所行的、都
16: 5 巴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
16:14 以拉~的事、凡他所行的、都
16:20 心利~的事和他背叛的情形、
16:27 暗利~的事、和他所显出的勇
20:30 ~的逃入亚弗城．城墙塌倒、
22:39 亚哈~的事、凡他所行的、和
22:45 约沙法~的事、和他所显出的

王下 1:18 亚哈谢~所行的事、都写在以
 8:23 约兰~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
10:34 耶户~的事、凡他所行的、和
12:19 约阿施~的事、凡他所行的、
13: 8 约哈斯~的事、凡他所行的、
13:12 约阿施~的事、凡他所行的、
14:15 约阿施~所行的事、和他的勇

14:18 亚玛谢~的事、都写在犹大列
14:28 耶罗波安~的事、凡他所行的
15: 6 亚撒利雅~的事、凡他所行的
15:11 撒迦利雅~的事、都写在以色
15:15 沙龙~的事、和他背叛的情形
15:21 米拿现~的事、凡他所行的、
15:26 比加辖~的事、凡他所行的、
15:31 比加~的事、凡他所行的、都
15:36 约坦~的事、凡他所行的、都
16:19 亚哈斯~所行的事、都写在犹
20:20 希西家~的事、和他的勇力、
21:17 玛拿西~的事、凡他所行的、
21:25 亚们~所行的事、都写在犹大
23:28 约西亚~的事、凡他所行的、
24: 5 约雅敬~的事、凡他所行的、

代上 6:61 哥辖族~的人又拈阄、在玛拿
 6:70 哥辖族~的人在玛拿西半支派
11: 8 建筑城墙、~的是约押修理。
12:38 以色列~的人也都一心要立大
16:41 和~被选名字录在册上的、称
19:11 ~的兵交与他兄弟亚比筛、对
24:20 利未~的子孙如下．暗兰的子

代下 9:29 所罗门~的事、自始至终、不
13:22 亚比雅~的事、和他的言行、
20:34 约沙法~的事、自始至终、都
24:14 他们就把~的银子、拿到王与
25:26 亚玛谢~的事、自始至终、不
26:22 乌西雅~的事、自始至终、都
27: 7 约坦~的事、和一切争战、并
28:26 亚哈斯~的事、和他的行为、
32:32 希西家~的事、和他的善行、
33:18 玛拿西~的事、和祷告他　神
35:26 约西亚~的事、和他遵着耶和
36: 8 约雅敬~的事、和他所行可憎
拉 3: 8 和~的弟兄、就是祭司、利未
 4: 3 和~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
 6:16 并~被掳归回的人、都欢欢喜
尼 2:16 贵胄、官长、和~作工的人。
 4:14 和~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当
 4:19 和~的人说、这工程浩大、我
 6: 1 和我们~的仇敌、听见我已经
 6:14 和~的先知、要叫我惧怕、求

 7:72 ~百姓所捐的金子二万达利克
10:28 ~的民、祭司、利未人、守门
11: 1 ~的百姓掣签、每十人中使一
11:20 ~的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
斯 9:16 在王各省~的犹大人也都聚集
伯20:21 ~的、没有一样他不吞灭．所
22:20 然被剪除、~的都被火烧灭。
诗17:14 将~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
耶15: 9 ~的人、我必在他们敌人跟前
36:12 和~的首领、都坐在那里。
39: 3 并巴比伦王~的一切首领、都
39: 9 以及~的民、都掳到巴比伦去
结 9: 5 我耳中听见他对~的人说、要
36: 3 好叫你归与~的外邦人为业、
36: 4 为四围~的外邦人所占据、所
36: 5 责备那~的外邦人、和以东的
36:36 那时在你们四围~的外邦人、
48:23 论到~的支派．从东到西、是
但 2:18 与巴比伦~的哲士、一同灭亡
 6: 3 所以显然超乎~的总长和总督
 7:12 ~的兽、权柄都被夺去、生命
11:35 为要熬炼~的人、使他们清净
弥 5: 3 ~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
亚12:14 ~的各家、男的独在一处、女
太22: 6 ~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
25:11 ~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
27:49 ~的人说、且等着、看以利亚
可16:13 他们就去告诉~的门徒．其余
16:13 门徒．~的门徒、也是不信。
路12:26 作、为什么还忧虑~的事呢。
24: 9 切事告诉十一个使徒和~的人
约21: 8 ~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
徒 2:37 就对彼得和~的使徒说、弟兄
 5: 2 ~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
 5:13 ~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
17: 9 于是取了耶孙和~之人的保状
27:44 ~的人、可以用板子、或船上
28: 9 岛上~的病人、也来得了医治
罗 1:13 如同在~的外邦人中一样．只
11: 7 了、~的就成了顽梗不化的．

林前 7:12 我对~的人说、不是主说、倘
 9: 5 仿佛~的使徒、和主的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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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4 ~的事、我来的时候再安排。
14:29 三个人、~的就当慎思明辨。

林后13: 2 和~的人说、我若再来必不宽
加 2:13 ~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假
腓 1:13 和~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
 4: 3 并~和我一同作工的．他们的

提前 5:20 备他、叫~的人也可以惧怕。
启 2:24 至于你们推雅推喇~的人、就
 8:13 三位天使要吹那~的号、你们
 9:20 ~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
11:13 ~的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
12:17 去与他~的儿女争战、这儿女
19:21 ~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剑
20: 5 ~的死人还没有复活、直等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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