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 圣经(110次)

新约(7次)
福音书(3)
历史书(1)
保罗书信(3)

马太福音(1) 马可福音(1) 路加福音(1)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1)
罗马书(0) 哥林多前书(1) 哥林多后书(2) 加拉太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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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 shě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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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律法书(1)
历史书(65)

预言书(0)

约书亚记(0) 士师记(0)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0) 撒母耳记下(0) 列王记上(5) 列王记下(2) 历代
志上(0) 历代志下(1) 以斯拉记(12) 尼希米记(14) 以斯帖记(31)

创世纪(0) 出埃及记(1) 利未记(0) 民数记(0) 申命记(0)
旧约(103次)

以赛亚书(0) 耶利米书(10)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结书(7) 但以理书(8)
小先知书(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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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1)

大先知书(26)
诗歌智慧书(4) 约伯记(0) 诗篇(2) 箴言(0) 传道书(2) 雅歌(0)

出18:22 你就轻~些、他们也可以同当
王上10:15 与国中的~长、所进的金子。

20:14 借着跟从~长的少年人．亚哈
20:15 是亚哈数点跟从~长的少年人
20:17 跟从~长的少年人先出城．便
20:19 跟从~长的少年人出城、军兵

王下25:22 儿子基大利、作他们的~长。
25:23 见巴比伦王立了基大利作~长

代下 9:14 与属国的~长、都带金银给所
拉 2: 1 从前掳到巴比伦之犹大~的人
 2:63 ~长对他们说、不可吃至圣的
 4: 8 ~长利宏、书记伸帅、要控告
 4: 9 ~长利宏、书记伸帅、和同党
 4:15 与列王和各~有害、自古以来
 4:17 那时王谕复~长利宏、书记伸
 5: 8 我们往犹大~去、到了至大
 5:14 交给派为~长的、名叫设巴萨
 6: 2 在玛代~、亚马他城的宫内、
 6: 7 任凭犹大人的~长、和犹大人
 7:16 带你在巴比伦全~所得的金银
 8:36 与河西的~长、他们就帮助百
尼 1: 3 在犹大~遭大难、受凌辱．并
 2: 7 通知大河西的~长、准我经过
 2: 9 我到了河西的~长那里、将王
 5:14 自从我奉派作犹大地的~长、
 5:14 与我弟兄都没有吃~长的俸禄
 5:15 在我以前的~长、加重百姓的
 5:18 我并不要~长的俸禄．因为百
 7: 6 布甲尼撒从前掳去犹大~的人
 7:65 ~长对他们说、不可吃至圣的
 7:70 ~长捐入库中的金子一千达利
 8: 9 ~长尼希米、和作祭司的文士
10: 1 是哈迦利亚的儿子~长尼希米
11: 3 本~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的
12:26 和~长尼希米、并祭司文士以
斯 1: 1 度直到古实统管一百二十七~
 1: 3 就是各~的贵胄与首领、在他
 1:16 并且有害于王各~的臣民．
 1:22 用各~的文字、各族的方言、
 1:22 通知各~、使为丈夫的在家中
 2: 3 官在国中的各~招聚美貌的处
 2:18 又豁免各~的租税、并照王的

 3: 8 散居在王国各~的民中、他们
 3:12 用各~的文字、各族的方言、
 3:12 传与总督和各~的省长、并各
 3:12 传与总督和各省的~长、并各
 3:13 交给驿卒传到王的各~、吩咐
 3:14 颁行各~、宣告各族、使他们
 4: 3 王的谕旨所到的各~各处、犹
 4:11 和各~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
 8: 5 要杀灭在王各~的犹大人．现
 8: 9 末底改所吩咐的用各~的文字
 8: 9 到古实一百二十七~的犹大人
 8: 9 的犹大人、和总督~长首领。
 8:11 谕旨中王准各~各城的犹大人
 8:13 颁行各~、宣告各族、使犹大
 8:17 王的谕旨所到的各~各城、犹
 9: 2 在亚哈随鲁王各~的城里聚集
 9: 3 各~的首领总督省长和办理王
 9: 3 省的首领总督~长和办理王事
 9: 4 名声传遍各~、日渐昌盛。
 9:12 在王的各~不知如何呢．现在
 9:16 在王各~其余的犹大人也都聚
 9:20 亚哈随鲁王各~远近所有的犹
 9:28 各~各城、家家户户、世世代
 9:30 中一百二十七~所有的犹大人
诗 2:10 现在你们君王应当~悟。你们
77: 6 心自问．我心里也仔细~察。
传 2: 8 并各~的财宝．又得唱歌的男
 5: 8 你若在一~之中见穷人受欺压
耶40: 5 比伦王立他作犹大城邑的~长
40: 7 甘的儿子基大利作境内的~长
41: 2 是巴比伦王所立为全地~长的
41:18 比伦王所立为~长的亚希甘的
51:23 牛．用你打碎~长和副省长。
51:23 牛．用你打碎省长和副~长。
51:28 与~长、和副省长、并他们所
51:28 和副~长、并他们所管全地之
51:57 ~长、副省长、和勇士、都沉
51:57 副~长、和勇士、都沉醉、使
哀 1: 1 先前在诸~中为王后的、现在
结19: 8 是四围邦国各~的人来攻击他
23: 6 作~长、副省长、都骑着马、
23: 6 副~长、都骑着马、是可爱的

23:12 骑着马的~长、副省长、都是
23:12 副~长、都是可爱的少年人。
23:23 乃是作~长、副省长、作军长
23:23 副~长、作军长有名声的、都
但 2:48 派他管理巴比伦全~、又立他
 2:49 管理巴比伦~的事务、只是但
 3: 1 肘、立在巴比伦~杜拉平原．
 3: 2 和各~的官员、都召了来、为
 3: 3 和各~的官员、都聚集了来、
 3:12 派管理巴比伦~事务的沙得拉
 3:30 那时王在巴比伦~、高升了沙
 8: 2 我以为在以拦~、书珊城中．
该 1: 1 向犹大~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
 1: 5 说、你们要~察自己的行为。
 1: 7 说、你们要~察自己的行为。
 1:14 和华激动犹大~长撒拉铁的儿
 2: 2 你要晓谕犹大~长撒拉铁的儿
 2:21 你要告诉犹大~长所罗巴伯说
玛 1: 8 你献给你的~长、他岂喜悦你
太11:30 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的。
可 8:17 你们还不~悟、还不明白么．
路11:35 所以你要~察、恐怕你里头的
徒23:34 问保罗是那~的人、既晓得他
林前11:28 人应当自己~察、然后吃这饼
林后 8:13 我原不是要别人轻~、你们受

13: 5 你们总要自己~察有信心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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