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 圣经(85次)

新约(27次)
福音书(17)
历史书(5)
保罗书信(1)

马太福音(7) 马可福音(3) 路加福音(4) 约翰福音(3)
使徒行传(5)
罗马书(0) 哥林多前书(0) 哥林多后书(0) 加拉太书(1) 以弗所书(0) 腓立比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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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提摩太后书(0)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商 shā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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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律法书(4)
历史书(25)

预言书(4)

约书亚记(0) 士师记(3)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0) 撒母耳记下(1) 列王记上(5) 列王记下(1) 历代
志上(2) 历代志下(9)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4) 以斯帖记(0)

创世纪(4) 出埃及记(0) 利未记(0) 民数记(0) 申命记(0)
旧约(58次)

以赛亚书(4) 耶利米书(0)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9) 但以理书(1)
小先知书(3) 何西阿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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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1)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14)
诗歌智慧书(12) 约伯记(1) 诗篇(7) 箴言(3) 传道书(0) 雅歌(1)

创11: 3 他们彼此~量说、来吧、我们
34: 6 抹出来见雅各、要和他~议。
34: 8 哈抹和他们~议说、我儿子示
37:28 有些米甸的~人、从那里经过
士10:18 彼此~议说、谁能先去攻打亚
19:30 思想、大家~议当怎样办理。
20: 7 们以色列人、都当筹画~议。

撒下19:43 不先与我们~量呢。但犹大人
王上 1: 7 和祭司亚比亚他~议．二人就

10:15 另外还有~人、和杂族的诸王
10:28 是王的~人、一群一群、按着
12: 6 罗波安王和他们~议、说、你
12: 8 大在他面前侍立的少年人~议

王下 6: 8 和他的臣仆~议说、我要在某
代上12:19 ~议打发他们回去、说、恐怕

13: 1 百夫长、就是一切首领~议。
代下 1:16 是王的~人一群一群按着定价

 9:14 另外还有~人所进的金子．并
10: 6 罗波安王和他们~议、说、你
10: 8 在他面前侍立的少年人~议、
20:21 约沙法既与民~议了、就设立
25:17 犹大王亚玛谢与群臣~议、就
30: 2 并耶路撒冷全会众已经~议、
30:23 全会众~议、要再守节七日．
32: 3 就与首领和勇士~议、塞住城
尼 3:31 和~人的房屋、对着哈米弗甲
 3:32 银匠与~人在城的角楼、和羊
 6: 7 以请你来、与我们彼此~议。
13:20 于是~人、和贩卖各样货物的
伯41: 6 货物么、能把他分给~人么。
诗 2: 2 臣宰一同~议、要敌挡耶和华
31:13 他们一同~议攻击我的时候、
62: 4 他们彼此~议、专要从他的尊
64: 5 他们~量暗设网罗、说、谁能
71:10 那些窥探要害我命的彼此~议
83: 3 彼此~议要害你所隐藏的人。
83: 5 他们同心~议、彼此结盟、要
箴15:22 不先~议、所谋无效．谋士众
31:14 他好像~船从远方运粮来．
31:24 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与~家。
歌 3: 6 并~人各样香粉薰的、是谁呢
赛23: 2 来靠航海西顿的~家得丰盛的

23: 8 他的~家是王子、他的买卖人
40:14 他与谁~议、谁教导他、谁将
45:21 让他们彼此~议．谁从古时指
结27: 3 是众民的~埠、你的交易通到
27:12 就作你的客~．拿银、铁、锡
27:16 就作你的客~．他们用绿宝石
27:21 都作你的客~．用羊羔、公绵
27:22 示巴和拉玛的~人与你交易．
27:23 示巴的~人、和亚述人、基抹
27:24 这些~人以美好的货物、包在
27:36 各国民中的客~、都向你发嘶
38:13 他施的客~、和其间的少壮狮
但 6: 7 彼此~议、要立一条坚定的禁
何12: 7 以法莲是~人、手里有诡诈的
鸿 3:16 你增添~贾、多过天上的星．
番 1:11 因为迦南的~民都灭亡了．凡
太12:14 去、~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
21:25 他们彼此~议说、我们若说从
22:15 法利赛人出去~议、怎样就着
26: 4 大家~议、要用诡计拿住耶稣
27: 1 老、大家~议、要治死耶稣。
27: 7 他们~议、就用那银钱买了窑
28:12 祭司长和长老聚集~议、就拿
可 3: 6 同希律一党的人~议、怎样可
11:31 他们彼此~议说、我们若说从
15: 1 长老文士全公会的人大家~议
路 6:11 彼此~议、怎样处治耶稣。
20: 5 他们彼此~议说、我们若说从
20:14 就彼此~量说、这是承受产业
22: 4 他去和祭司长并守殿官~量、
约 9:22 因为犹太人已经~议定了、若
11:53 从那日起他们就~议要杀耶稣
12:10 但祭司长~议连拉撒路也要杀
徒 4:15 从公会出去、就彼此~议说、
 9:23 日子、犹太人~议要杀扫罗。
15: 6 使徒和长老、聚会~议这事。
25:12 非斯都和议会~量了、就说、
27:39 就~议能把船拢进去不能。
加 1:16 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量、
启18: 3 地上的客~、因他奢华太过就
18:11 地上的客~也都为他哭泣悲哀
18:15 借着他发了财的客~、因怕他

18:23 你的客~原来是地上的尊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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