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若是 圣经(132次)

新约(71次)
福音书(36)
历史书(6)
保罗书信(21)

马太福音(14) 马可福音(1) 路加福音(12) 约翰福音(9)
使徒行传(6)
罗马书(9) 哥林多前书(6) 哥林多后书(1) 加拉太书(3) 以弗所书(0) 腓立比书(1) 歌罗西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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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是 ruò shì

普通书信(8) 希伯来书(2) 雅各书(1) 彼得前书(4) 彼得后书(0) 约翰壹书(1)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0)
启示录(0)

律法书(29)
历史书(13)

预言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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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6) 出埃及记(6) 利未记(15) 民数记(0) 申命记(2)
旧约(61次)

以赛亚书(1) 耶利米书(5)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1)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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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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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大先知书(7)
诗歌智慧书(12) 约伯记(1) 诗篇(4) 箴言(1) 传道书(4) 雅歌(2)

创18:21 样么．~不然、我也必知道。
25:22 ~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
33:13 ~催赶一天、群畜都必死了。
42:15 ~你们的小兄弟、不到这里来
44:22 父亲、~离开、他父亲必死。
47:16 ~银子用尽了、可以把你们的
出 1:16 ~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
 1:16 杀了、~女孩、就留他存活。
12: 4 ~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
22:15 ~雇的、也不必赔还、本是为
22:23 ~苦待他们一点、他们向我一
22:27 ~没有、他拿什么睡觉呢．他
利 3: 1 ~从牛群中献、无论是公的、
 3: 6 ~从羊群中献、无论是公的、
 3:12 人的供物~山羊、必在耶和华
 6:28 ~煮在铜器里、这铜器要擦磨
11:37 ~死的、有一点掉在要种的子
11:39 ~死了、有人摸他、必不洁净
13:49 这灾病~发绿、或是发红、是
22:13 但祭司的女儿~寡妇、或是被
25:33 ~一个利未人不将所卖的房屋
27: 4 ~女人、你要估定三十舍客勒
27: 5 ~从五岁到二十岁、男子你要
27: 6 ~从一月到五岁、男子你要估
27: 7 ~从六十岁以上、男人你要估
27: 9 所许的~牲畜、就是人献给耶
27:27 ~不洁净的牲畜生的、就要按
申22:20 但这事~真的、女子没有贞洁
24:12 他~穷人、你不可留他的当头
书 9: 7 ~这样、怎能和你们立约呢。
20: 5 ~报血仇的追了他来、长老不
24:15 ~你们以事奉耶和华为不好、
士21:22 的、~你们给的、就算有罪。
撒上26:19 ~耶和华激发你攻击我、愿耶

26:19 ~人激发你、愿他在耶和华面
撒下18: 3 ~我们逃跑、敌人必不介意．
王下 1:10 我~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

 1:12 我~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
10:15 ~这样、你向我伸手．他就伸

代上12:17 你们~和和平平地来帮助我、
12:17 你们~将我这无罪的人卖在敌

代下 7:14 ~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

伯35: 7 你~公义、还能加增他什么呢
诗50:12 我~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
55:12 ~仇敌、还可忍耐．也不是恨
55:12 ~恨我的人、就必躲避他。
90:10 ~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
箴23: 2 你~贪食的、就当拿刀放在喉
传 4:10 ~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
 4:10 ~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
10:16 你的王~孩童、你的群臣早晨
10:17 你的王~贵胄之子、你的群臣
歌 8: 9 他~墙、我们要在其上建造银
 8: 9 他~门、我们要用香柏木板围
赛 7: 9 你们~不信、定然不得立稳。
耶12:17 他们~不听、我必拔出那国、
18: 8 ~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
23:22 他们~站在我的会中、就必使
33:25 ~我立白日黑夜的约不能存住
33:25 ~我未曾安排天地的定例．
结18: 5 人~公义、且行正直与合理的
太 4: 3 你~　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
 4: 6 你~　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
 5:29 ~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剜出
 5:30 ~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
 6: 1 ~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
 9:17 ~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
10:29 ~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
15:14 ~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
18:13 ~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
18:17 ~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
18:17 ~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
18:19 ~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
23:30 ~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
26:54 ~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
可 4:11 ~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
路 4: 3 你~　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
 4: 9 你~　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
 5:36 ~这样、就把新的撕破了、并
 5:37 ~这样、新酒必将皮袋裂开、
 7:39 这人~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
11:36 ~你全身光明、毫无黑暗、就
14:32 ~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
17: 3 ~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戒他

19:40 ~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
22:67 你~基督、就告诉我们。耶稣
23:35 他~基督、　神所拣选的、可
23:37 你~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
约 8:19 ~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
 8:39 你们~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
10:12 ~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
10:24 你~基督、就明明的告诉我们
12:24 ~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13:17 知道这事、~去行就有福了。
14: 2 ~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
20:15 ~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
21:25 ~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
徒 5:38 行的、~出于人、必要败坏．
 5:39 ~出于　神、你们就不能败坏
 8:37 你~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
 9: 2 ~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
18:15 ~关乎言语、名目、和你们的
19:38 ~底米丢和他同行的人、有控
罗 2:25 你~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于你
 2:25 ~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
 3: 6 ~这样、　神怎能审判世界呢
 4:14 ~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
 6: 8 我们~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
11:16 所献的新面~圣洁、全团也就
11:16 树根~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
11:18 ~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托着根
12:18 ~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林前 4: 7 ~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
 5:10 ~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
 7:11 ~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仍
 8:10 ~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
11:31 我们~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
16:10 ~提摩太来到、你们要留心、

林后 3: 9 ~定罪的职事有荣光、那称义
加 2:21 义~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
 5:11 ~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
 5:25 我们~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
腓 3: 4 ~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
西 2:20 你们~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
来 4: 8 ~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
 6: 6 ~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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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 ruò shì

雅 2:15 ~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
彼前 3:13 你们~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

 3:17 　神的旨意~叫你们因行善受
 4:17 ~先从我们起首、那不信从
 4:18 ~义人仅仅得救、那不虔敬和

约壹 2:19 ~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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