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若是 聖經(132次)

新約(71次)
福音書(36)
歷史書(6)
保羅書信(21)

馬太福音(14) 馬可福音(1) 路加福音(12) 約翰福音(9)
使徒行傳(6)
羅馬書(9) 哥林多前書(6) 哥林多後書(1) 加拉太書(3) 以弗所書(0) 腓立比書(1) 歌羅西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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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是 ruò shì

普通書信(8) 希伯來書(2) 雅各書(1) 彼得前書(4) 彼得後書(0) 約翰壹書(1)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0) 猶大
書(0)
啟示錄(0)

律法書(29)
歷史書(13)

預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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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紀(6) 出埃及記(6) 利未記(15) 民數記(0) 申命記(2)
舊約(61次)

以賽亞書(1) 耶利米書(5)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1)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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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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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詩歌智慧書(12) 約伯記(1) 詩篇(4) 箴言(1) 傳道書(4) 雅歌(2)

創18:21 樣麼．~不然、我也必知道。
25:22 ~這樣、我為甚麼活著呢．〔
33:13 ~催趕一天、群畜都必死了。
42:15 ~你們的小兄弟、不到這裏來
44:22 父親、~離開、他父親必死。
47:16 ~銀子用盡了、可以把你們的
出 1:16 ~男孩、就把他殺了、若是女
 1:16 殺了、~女孩、就留他存活。
12: 4 ~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隻
22:15 ~雇的、也不必賠還、本是為
22:23 ~苦待他們一點、他們向我一
22:27 ~沒有、他拿甚麼睡覺呢．他
利 3: 1 ~從牛群中獻、無論是公的、
 3: 6 ~從羊群中獻、無論是公的、
 3:12 人的供物~山羊、必在耶和華
 6:28 ~煮在銅器裏、這銅器要擦磨
11:37 ~死的、有一點掉在要種的子
11:39 ~死了、有人摸他、必不潔淨
13:49 這災病~發綠、或是發紅、是
22:13 但祭司的女兒~寡婦、或是被
25:33 ~一個利未人不將所賣的房屋
27: 4 ~女人、你要估定三十舍客勒
27: 5 ~從五歲到二十歲、男子你要
27: 6 ~從一月到五歲、男子你要估
27: 7 ~從六十歲以上、男人你要估
27: 9 所許的~牲畜、就是人獻給耶
27:27 ~不潔淨的牲畜生的、就要按
申22:20 但這事~真的、女子沒有貞潔
24:12 他~窮人、你不可留他的當頭
書 9: 7 ~這樣、怎能和你們立約呢。
20: 5 ~報血仇的追了他來、長老不
24:15 ~你們以事奉耶和華為不好、
士21:22 的、~你們給的、就算有罪。
撒上26:19 ~耶和華激發你攻擊我、願耶

26:19 ~人激發你、願他在耶和華面
撒下18: 3 ~我們逃跑、敵人必不介意．
王下 1:10 我~神人、願火從天上降下來

 1:12 我~神人、願火從天上降下來
10:15 ~這樣、你向我伸手．他就伸

代上12:17 你們~和和平平地來幫助我、
12:17 你們~將我這無罪的人賣在敵

代下 7:14 ~自卑、禱告、尋求我的面、

伯35: 7 你~公義、還能加增他甚麼呢
詩50:12 我~饑餓、我不用告訴你．因
55:12 ~仇敵、還可忍耐．也不是恨
55:12 ~恨我的人、就必躲避他。
90:10 ~強壯可到八十歲．但其中所
箴23: 2 你~貪食的、就當拿刀放在喉
傳 4:10 ~跌倒、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
 4:10 ~孤身跌倒、沒有別人扶起他
10:16 你的王~孩童、你的群臣早晨
10:17 你的王~貴冑之子、你的群臣
歌 8: 9 他~牆、我們要在其上建造銀
 8: 9 他~門、我們要用香柏木板圍
賽 7: 9 你們~不信、定然不得立穩。
耶12:17 他們~不聽、我必拔出那國、
18: 8 ~轉意離開他們的惡、我就必
23:22 他們~站在我的會中、就必使
33:25 ~我立白日黑夜的約不能存住
33:25 ~我未曾安排天地的定例．
結18: 5 人~公義、且行正直與合理的
太 4: 3 你~　神的兒子、可以吩咐這
 4: 6 你~　神的兒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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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砍下來丟
 6: 1 ~這樣、就不能得你們天父的
 9:17 ~這樣、皮袋就裂開、酒漏出
10:29 ~你們的父不許、一個也不能
15:14 ~瞎子領瞎子、兩個人都要掉
18:13 ~找著了、我實在告訴你們、
18:17 ~不聽他們、就告訴教會．若
18:17 ~不聽教會、就看他像外邦人
18:19 ~你們中間有兩個人在地上、
23:30 ~我們在我們祖宗的時候、必
26:54 ~這樣、經上所說、事情必須
可 4:11 ~對外人講、凡事就用比喻．
路 4: 3 你~　神的兒子、可以吩咐這
 4: 9 你~　神的兒子、可以從這裏
 5:36 ~這樣、就把新的撕破了、並
 5:37 ~這樣、新酒必將皮袋裂開、
 7:39 這人~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
11:36 ~你全身光明、毫無黑暗、就
14:32 ~不能、就趁敵人還遠的時候
17: 3 ~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勸戒他

19:40 ~他們閉口不說、這些石頭必
22:67 你~基督、就告訴我們。耶穌
23:35 他~基督、　神所揀選的、可
23:37 你~猶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
約 8:19 ~認識我、也就認識我的父。
 8:39 你們~亞伯拉罕的兒子、就必
10:12 ~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
10:24 你~基督、就明明的告訴我們
12:24 ~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13:17 知道這事、~去行就有福了。
14: 2 ~沒有、我就早已告訴你們了
20:15 ~你把他移了去、請告訴我、
21:25 ~一一的都寫出來、我想所寫
徒 5:38 行的、~出於人、必要敗壞．
 5:39 ~出於　神、你們就不能敗壞
 8:37 你~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
 9: 2 ~找著信奉這道的人、無論男
18:15 ~關乎言語、名目、和你們的
19:38 ~底米丟和他同行的人、有控
羅 2:25 你~行律法的、割禮固然於你
 2:25 ~犯律法的、你的割禮就算不
 3: 6 ~這樣、　神怎能審判世界呢
 4:14 ~屬乎律法的人、才得為後嗣
 6: 8 我們~與基督同死、就信必與
11:16 所獻的新麵~聖潔、全團也就
11:16 樹根~聖潔、樹枝也就聖潔了
11:18 ~誇口、當知道不是你托著根
12:18 ~能行、總要盡力與眾人和睦

林前 4: 7 ~領受的、為何自誇、彷彿不
 5:10 ~這樣、你們除非離開世界方
 7:11 ~離開了、不可再嫁．或是仍
 8:10 ~軟弱、豈不放膽去吃那祭偶
11:31 我們~先分辨自己、就不至於
16:10 ~提摩太來到、你們要留心、

林後 3: 9 ~定罪的職事有榮光、那稱義
加 2:21 義~藉著律法得的、基督就是
 5:11 ~這樣、那十字架討厭的地方
 5:25 我們~靠聖靈得生、就當靠聖
腓 3: 4 ~別人想他可以靠肉體、我更
西 2:20 你們~與基督同死、脫離了世
來 4: 8 ~約書亞已叫他們享了安息、
 6: 6 ~離棄道理、就不能叫他們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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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 ruò shì

雅 2:15 ~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體
彼前 3:13 你們~熱心行善、有誰害你們

 3:17 　神的旨意~叫你們因行善受
 4:17 ~先從我們起首、那不信從
 4:18 ~義人僅僅得救、那不虔敬和

約壹 2:19 ~屬我們的、就必仍舊與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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