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餘 聖經(140次)

新約(32次)
福音書(8)
歷史書(6)
保羅書信(11)

馬太福音(3) 馬可福音(2) 路加福音(2) 約翰福音(1)
使徒行傳(6)
羅馬書(2) 哥林多前書(4) 哥林多後書(1) 加拉太書(1) 以弗所書(0) 腓立比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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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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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律法書(5)
歷史書(84)

預言書(7)

約書亞記(8) 士師記(4)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2) 撒母耳記下(2) 列王記上(14) 列王記下(22) 歷
代志上(7) 歷代志下(12) 以斯拉記(3) 尼希米記(9) 以斯帖記(1)

創世紀(3) 出埃及記(0) 利未記(0) 民數記(1) 申命記(1)
舊約(108次)

以賽亞書(0) 耶利米書(4)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6) 但以理書(4)
小先知書(2) 何西阿書(0) 約珥書(0) 阿摩司書(0)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1)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1)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14)
詩歌智慧書(3) 約伯記(2) 詩篇(1) 箴言(0) 傳道書(0) 雅歌(0)

創14:10 裏的、~的人都往山上逃跑。
30:36 程．雅各就牧養拉班~的羊。
44:10 作我的奴僕．~的都沒有罪。
民26:20 猶大~的眾子．屬示拉的、有
申 3:13 ~的基列地、和巴珊全地、就
書17: 2 瑪拿西~的子孫、按著宗族拈
17: 6 基列地是屬瑪拿西~的子孫。
18: 2 以色列人中~的七個支派、還
21: 5 哥轄~的子孫、從以法蓮支派
21:20 就是哥轄~的子孫、拈鬮所得
21:26 哥轄~的子孫、共有十座城、
21:34 ~利未支派米拉利子孫、從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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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以各歸各處去。
 7: 8 ~的以色列人、基甸都打發他
20:45 ~的人轉身向曠野逃跑、往臨

撒上13: 2 ~的人掃羅都打發各回各家去
15:15 的　神．~的我們都滅盡了。

撒下10:10 ~的兵交與他兄弟亞比篩、對
12:28 現在你要聚集~的軍兵來、安

王上11:41 所羅門~的事、凡他所行的、
12:23 便雅憫全家、並~的民、說、
14:19 耶羅波安~的事、他怎樣爭戰
14:29 羅波安~的事、凡他所行的、
15: 7 亞比央~的事、凡他所行的、
15:23 亞撒~的事、凡他所行的、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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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所顯出的勇
20:30 ~的逃入亞弗城．城牆塌倒、
22:39 亞哈~的事、凡他所行的、和
22:45 約沙法~的事、和他所顯出的

王下 1:18 亞哈謝~所行的事、都寫在以
 8:23 約蘭~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寫
10:34 耶戶~的事、凡他所行的、和
12:19 約阿施~的事、凡他所行的、
13: 8 約哈斯~的事、凡他所行的、
13:12 約阿施~的事、凡他所行的、
14:15 約阿施~所行的事、和他的勇

14:18 亞瑪謝~的事、都寫在猶大列
14:28 耶羅波安~的事、凡他所行的
15: 6 亞撒利雅~的事、凡他所行的
15:11 撒迦利雅~的事、都寫在以色
15:15 沙龍~的事、和他背叛的情形
15:21 米拿現~的事、凡他所行的、
15:26 比加轄~的事、凡他所行的、
15:31 比加~的事、凡他所行的、都
15:36 約坦~的事、凡他所行的、都
16:19 亞哈斯~所行的事、都寫在猶
20:20 希西家~的事、和他的勇力、
21:17 瑪拿西~的事、凡他所行的、
21:25 亞們~所行的事、都寫在猶大
23:28 約西亞~的事、凡他所行的、
24: 5 約雅敬~的事、凡他所行的、

代上 6:61 哥轄族~的人又拈鬮、在瑪拿
 6:70 哥轄族~的人在瑪拿西半支派
11: 8 建築城牆、~的是約押修理。
12:38 以色列~的人也都一心要立大
16:41 和~被選名字錄在冊上的、稱
19:11 ~的兵交與他兄弟亞比篩、對
24:20 利未~的子孫如下．暗蘭的子

代下 9:29 所羅門~的事、自始至終、不
13:22 亞比雅~的事、和他的言行、
20:34 約沙法~的事、自始至終、都
24:14 他們就把~的銀子、拿到王與
25:26 亞瑪謝~的事、自始至終、不
26:22 烏西雅~的事、自始至終、都
27: 7 約坦~的事、和一切爭戰、並
28:26 亞哈斯~的事、和他的行為、
32:32 希西家~的事、和他的善行、
33:18 瑪拿西~的事、和禱告他　神
35:26 約西亞~的事、和他遵著耶和
36: 8 約雅敬~的事、和他所行可憎
拉 3: 8 和~的弟兄、就是祭司、利未
 4: 3 和~以色列的族長、對他們說
 6:16 並~被擄歸回的人、都歡歡喜
尼 2:16 貴冑、官長、和~作工的人。
 4:14 和~的人說、不要怕他們、當
 4:19 和~的人說、這工程浩大、我
 6: 1 和我們~的仇敵、聽見我已經
 6:14 和~的先知、要叫我懼怕、求

 7:72 ~百姓所捐的金子二萬達利克
10:28 ~的民、祭司、利未人、守門
11: 1 ~的百姓掣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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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猶大人也都聚集
伯20:21 ~的、沒有一樣他不吞滅．所
22:20 然被剪除、~的都被火燒滅。
詩17:14 將~的財物留給他們的嬰孩。
耶15: 9 ~的人、我必在他們敵人跟前
36:12 和~的首領、都坐在那裏。
39: 3 並巴比倫王~的一切首領、都
39: 9 以及~的民、都擄到巴比倫去
結 9: 5 我耳中聽見他對~的人說、要
36: 3 好叫你歸與~的外邦人為業、
36: 4 為四圍~的外邦人所佔據、所
36: 5 責備那~的外邦人、和以東的
36:36 那時在你們四圍~的外邦人、
48:23 論到~的支派．從東到西、是
但 2:18 與巴比倫~的哲士、一同滅亡
 6: 3 所以顯然超乎~的總長和總督
 7:12 ~的獸、權柄都被奪去、生命
11:35 為要熬煉~的人、使他們清淨
彌 5: 3 ~的弟兄必歸到以色列人那裏
亞12:14 ~的各家、男的獨在一處、女
太22: 6 ~的拿住僕人、凌辱他們、把
25:11 ~的童女、隨後也來了、說、
27:49 ~的人說、且等著、看以利亞
可16:13 他們就去告訴~的門徒．其餘
16:13 門徒．~的門徒、也是不信。
路12:26 作、為甚麼還憂慮~的事呢。
24: 9 切事告訴十一個使徒和~的人
約21: 8 ~的門徒、（離岸不遠、約有
徒 2:37 就對彼得和~的使徒說、弟兄
 5: 2 ~的幾分、拿來放在使徒腳前
 5:13 ~的人、沒有一個敢貼近他們
17: 9 於是取了耶孫和~之人的保狀
27:44 ~的人、可以用板子、或船上
28: 9 島上~的病人、也來得了醫治
羅 1:13 如同在~的外邦人中一樣．只
11: 7 了、~的就成了頑梗不化的．

林前 7:12 我對~的人說、不是主說、倘
 9: 5 彷彿~的使徒、和主的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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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4 ~的事、我來的時候再安排。
14:29 三個人、~的就當慎思明辨。

林後13: 2 和~的人說、我若再來必不寬
加 2:13 ~的猶太人、也都隨著他裝假
腓 1:13 和~的人中、已經顯明是為基
 4: 3 並~和我一同作工的．他們的

提前 5:20 備他、叫~的人也可以懼怕。
啟 2:24 至於你們推雅推喇~的人、就
 8:13 三位天使要吹那~的號、你們
 9:20 ~未曾被這些災所殺的人、仍
11:13 ~的都恐懼、歸榮耀給天上的
12:17 去與他~的兒女爭戰、這兒女
19:21 ~的被騎白馬者口中出來的劍
20: 5 ~的死人還沒有復活、直等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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