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缺 聖經(88次)

新約(28次)
福音書(7)
歷史書(2)
保羅書信(14)

馬太福音(2) 馬可福音(3) 路加福音(2)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2)
羅馬書(3) 哥林多前書(1) 哥林多後書(4) 加拉太書(0) 以弗所書(1) 腓立比書(2) 歌羅西書(1) 帖
撒羅尼迦前書(1) 帖撒羅尼迦後書(0) 提摩太前書(0) 提摩太後書(0) 提多書(1) 腓利門書(0)

缺 quē

普通書信(4) 希伯來書(1) 雅各書(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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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律法書(12)
歷史書(15)

預言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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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紀(0) 出埃及記(1) 利未記(5) 民數記(0) 申命記(6)
舊約(60次)

以賽亞書(4) 耶利米書(4)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結書(3)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3) 何西阿書(1) 約珥書(1) 阿摩司書(1)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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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大先知書(12)
詩歌智慧書(18) 約伯記(1) 詩篇(4) 箴言(9) 傳道書(3) 雅歌(1)

出16:18 少收的也沒有~、各人按著自
利 2:13 在素祭上不可~了你　神立約
22:23 或是~少的、只可作甘心祭獻
25:35 手中~乏、你就要幫補他、使
25:51 若~少的年數多、就要按著年
25:52 若到禧年只~少幾年、就要按
申 2: 7 與你同在、故此你一無所~。
 8: 9 你在那地不~食物、一無所缺
 8: 9 一無所~．那地的石頭是鐵、
15: 8 照他所~乏的借給他、補他的
28:48 ~乏之中、事奉耶和華所打發
28:57 他因~乏一切、就要在你受仇
士18:10 那地百物俱全、一無所~。
19:19 有餅有酒、並不~少甚麼。
21: 3 色列中有這樣~了一支派的事
21:15 和華使以色列人~了一個支派

撒上21:15 我豈~少瘋子、你們帶這人來
撒下 2:30 大衛的僕人中~少了十九個人

 3:29 被刀殺死的、~乏飲食的。
王上 4:27 同席之人的食物、一無所~。

11:22 你在我這裏有甚麼~乏、你竟
11:22 我沒有~乏甚麼．只是求王容
17:14 瓶裏的油必不~短、直到耶和
17:16 瓶裏的油也不~短、正如耶和

王下10:19 不可~少一個．凡不來的必不
尼 9:21 他們就一無所~．衣服沒有穿
斯 6:10 凡你所說的、一樣不可~。
伯31:22 情願我的肩頭從~盆骨脫落、
詩23: 1 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乏。
34: 9 畏他、因敬畏他的一無所~。
34:10 還~食忍餓．但尋求耶和華的
34:10 耶和華的、甚麼好處都不~。
箴 6:11 你的~乏彷彿拿兵器的人來到
12: 9 僕人、強如自尊、~少食物。
13:25 人吃得飽足．惡人肚腹~糧。
21: 5 裕．行事急躁的、都必~乏。
22:16 並送禮與富戶的、都必~乏。
24:34 你的~乏、彷彿拿兵器的人來
26:20 火~了柴、就必熄滅．無人傳
28:27 不致~乏．佯為不見的、必多
31:11 心裏倚靠他、必不~少利益．
傳 1:15 不能變直．~少的不能足數。

 6: 2 以致他心裏所願的一樣都不~
 9: 8 白．你頭上也不要~少膏油。
歌 7: 2 你的肚臍如圓杯不~調和的酒
賽33:16 他的糧必不~乏、〔原文作賜
34:16 這都無一~少、無一沒有伴偶
40:26 的大能大力、連一個都不~。
51:14 坑．他的食物、也不致~乏。
耶 3:16 念、不覺~少、也不再製造。
23: 4 也不~少一個．這是耶和華說
35:19 約拿達必永不~人侍立在我面
44:18 我們倒~乏一切．又因刀劍饑
哀 4: 9 因為這是~了田間的土產、就
結 4:17 使他們~糧、缺水、彼此驚惶
 4:17 ~水、彼此驚惶、因自己的罪
32:15 這地~少從前所充滿的、又擊
何 9: 2 色列人使用、新酒也必~乏。
珥 1:10 毀壞、新酒乾竭、油也~乏。
摩 4: 6 在你們各處糧食~乏．你們仍
太18: 8 你~一隻手、或是一隻腳、進
19:20 我都遵守了．還~少甚麼呢。
可 2:25 ~乏饑餓之時所作的事、你們
 9:44 你~了肢體進入永生、強如有
10:21 你還~少一件．去變賣你所有
路18:22 你還~少一件．要變賣你一切
22:35 你們~少甚麼沒有．他們說、
徒 4:34 內中也沒有一個~乏的、因為
17:25 好像~少甚麼、自己倒將生命
羅 3:23 犯了罪、虧~了　神的榮耀。
11:12 他們的~乏、為外邦人的富足
12:13 聖徒~乏要幫補．客要一味的

林前12:24 加倍的體面給那有~欠的肢體
林後 8:15 沒有餘、少收的也沒有~。』

 9:12 不但補聖徒的~乏、而且叫許
11: 9 我在你們那裏~乏的時候、並
11: 9 因我所~乏的、那從馬其頓來
弗 4:28 就可有餘、分給那~少的人。
腓 4:11 我並不是因~乏說這話、我無
 4:12 或~乏、隨事隨在、我都得了
西 1:24 我肉身上補滿基督患難的~欠
帖前 4:12 自己也就沒有甚麼~乏了。
多 3:13 波羅送行、叫他們沒有~乏。
來 8: 8 或作所以主指前約的~欠說〕

雅 1: 4 使你們成全完備、毫無~欠。
 1: 5 你們中間若有~少智慧的、應
 2:15 身露體、又~了日用的飲食、
啟 3:17 一樣都不~．卻不知道你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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