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 聖經(110次)

新約(7次)
福音書(3)
歷史書(1)
保羅書信(3)

馬太福音(1) 馬可福音(1) 路加福音(1)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1)
羅馬書(0) 哥林多前書(1) 哥林多後書(2) 加拉太書(0) 以弗所書(0) 腓立比書(0) 歌羅西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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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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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0) 希伯來書(0) 雅各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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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律法書(1)
歷史書(65)

預言書(0)

約書亞記(0) 士師記(0)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0) 撒母耳記下(0) 列王記上(5) 列王記下(2) 歷代
志上(0) 歷代志下(1) 以斯拉記(12) 尼希米記(14) 以斯帖記(31)

創世紀(0) 出埃及記(1) 利未記(0) 民數記(0) 申命記(0)
舊約(103次)

以賽亞書(0) 耶利米書(10)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結書(7) 但以理書(8)
小先知書(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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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1)

大先知書(26)
詩歌智慧書(4) 約伯記(0) 詩篇(2) 箴言(0) 傳道書(2) 雅歌(0)

出18:22 你就輕~些、他們也可以同當
王上10:15 與國中的~長、所進的金子。

20:14 藉著跟從~長的少年人．亞哈
20:15 是亞哈數點跟從~長的少年人
20:17 跟從~長的少年人先出城．便
20:19 跟從~長的少年人出城、軍兵

王下25:22 兒子基大利、作他們的~長。
25:23 見巴比倫王立了基大利作~長

代下 9:14 與屬國的~長、都帶金銀給所
拉 2: 1 從前擄到巴比倫之猶大~的人
 2:63 ~長對他們說、不可吃至聖的
 4: 8 ~長利宏、書記伸帥、要控告
 4: 9 ~長利宏、書記伸帥、和同黨
 4:15 與列王和各~有害、自古以來
 4:17 那時王諭覆~長利宏、書記伸
 5: 8 我們往猶大~去、到了至大
 5:14 交給派為~長的、名叫設巴薩
 6: 2 在瑪代~、亞馬他城的宮內、
 6: 7 任憑猶大人的~長、和猶大人
 7:16 帶你在巴比倫全~所得的金銀
 8:36 與河西的~長、他們就幫助百
尼 1: 3 在猶大~遭大難、受凌辱．並
 2: 7 通知大河西的~長、准我經過
 2: 9 我到了河西的~長那裏、將王
 5:14 自從我奉派作猶大地的~長、
 5:14 與我弟兄都沒有吃~長的俸祿
 5:15 在我以前的~長、加重百姓的
 5:18 我並不要~長的俸祿．因為百
 7: 6 布甲尼撒從前擄去猶大~的人
 7:65 ~長對他們說、不可吃至聖的
 7:70 ~長捐入庫中的金子一千達利
 8: 9 ~長尼希米、和作祭司的文士
10: 1 是哈迦利亞的兒子~長尼希米
11: 3 本~的首領、住在耶路撒冷的
12:26 和~長尼希米、並祭司文士以
斯 1: 1 度直到古實統管一百二十七~
 1: 3 就是各~的貴冑與首領、在他
 1:16 並且有害於王各~的臣民．
 1:22 用各~的文字、各族的方言、
 1:22 通知各~、使為丈夫的在家中
 2: 3 官在國中的各~招聚美貌的處
 2:18 又豁免各~的租稅、並照王的

 3: 8 散居在王國各~的民中、他們
 3:12 用各~的文字、各族的方言、
 3:12 傳與總督和各~的省長、並各
 3:12 傳與總督和各省的~長、並各
 3:13 交給驛卒傳到王的各~、吩咐
 3:14 頒行各~、宣告各族、使他們
 4: 3 王的諭旨所到的各~各處、猶
 4:11 和各~的人民、都知道有一個
 8: 5 要殺滅在王各~的猶大人．現
 8: 9 末底改所吩咐的用各~的文字
 8: 9 到古實一百二十七~的猶大人
 8: 9 的猶大人、和總督~長首領。
 8:11 諭旨中王准各~各城的猶大人
 8:13 頒行各~、宣告各族、使猶大
 8:17 王的諭旨所到的各~各城、猶
 9: 2 在亞哈隨魯王各~的城裏聚集
 9: 3 各~的首領總督省長和辦理王
 9: 3 省的首領總督~長和辦理王事
 9: 4 名聲傳遍各~、日漸昌盛。
 9:12 在王的各~不知如何呢．現在
 9:16 在王各~其餘的猶大人也都聚
 9:20 亞哈隨魯王各~遠近所有的猶
 9:28 各~各城、家家戶戶、世世代
 9:30 中一百二十七~所有的猶大人
詩 2:10 現在你們君王應當~悟。你們
77: 6 心自問．我心裏也仔細~察。
傳 2: 8 並各~的財寶．又得唱歌的男
 5: 8 你若在一~之中見窮人受欺壓
耶40: 5 比倫王立他作猶大城邑的~長
40: 7 甘的兒子基大利作境內的~長
41: 2 是巴比倫王所立為全地~長的
41:18 比倫王所立為~長的亞希甘的
51:23 牛．用你打碎~長和副省長。
51:23 牛．用你打碎省長和副~長。
51:28 與~長、和副省長、並他們所
51:28 和副~長、並他們所管全地之
51:57 ~長、副省長、和勇士、都沉
51:57 副~長、和勇士、都沉醉、使
哀 1: 1 先前在諸~中為王后的、現在
結19: 8 是四圍邦國各~的人來攻擊他
23: 6 作~長、副省長、都騎著馬、
23: 6 副~長、都騎著馬、是可愛的

23:12 騎著馬的~長、副省長、都是
23:12 副~長、都是可愛的少年人。
23:23 乃是作~長、副省長、作軍長
23:23 副~長、作軍長有名聲的、都
但 2:48 派他管理巴比倫全~、又立他
 2:49 管理巴比倫~的事務、只是但
 3: 1 肘、立在巴比倫~杜拉平原．
 3: 2 和各~的官員、都召了來、為
 3: 3 和各~的官員、都聚集了來、
 3:12 派管理巴比倫~事務的沙得拉
 3:30 那時王在巴比倫~、高升了沙
 8: 2 我以為在以攔~、書珊城中．
該 1: 1 向猶大~長撒拉鐵的兒子所羅
 1: 5 說、你們要~察自己的行為。
 1: 7 說、你們要~察自己的行為。
 1:14 和華激動猶大~長撒拉鐵的兒
 2: 2 你要曉諭猶大~長撒拉鐵的兒
 2:21 你要告訴猶大~長所羅巴伯說
瑪 1: 8 你獻給你的~長、他豈喜悅你
太11:30 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的。
可 8:17 你們還不~悟、還不明白麼．
路11:35 所以你要~察、恐怕你裏頭的
徒23:34 問保羅是那~的人、既曉得他
林前11:28 人應當自己~察、然後吃這餅
林後 8:13 我原不是要別人輕~、你們受

13: 5 你們總要自己~察有信心沒有

aBibleTool v0.94.2008.10 1 省 shěng

http://www.abibletoo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