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身体 圣经(118次)

新约(73次)
福音书(29)
历史书(0)
保罗书信(35)

马太福音(9) 马可福音(5) 路加福音(10) 约翰福音(5)
使徒行传(0)
罗马书(9) 哥林多前书(11) 哥林多后书(3) 加拉太书(2) 以弗所书(5) 腓立比书(2) 歌罗西书(1) 
帖撒罗尼迦前书(1) 帖撒罗尼迦后书(0) 提摩太前书(1) 提摩太后书(0)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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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9) 希伯来书(5) 雅各书(2) 彼得前书(0) 彼得后书(0) 约翰壹书(0)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1) 犹大
书(1)
启示录(0)

律法书(11)
历史书(13)

预言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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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3) 出埃及记(0) 利未记(5) 民数记(0) 申命记(3)
旧约(45次)

以赛亚书(2) 耶利米书(2) 耶利米哀歌(2) 以西结书(2) 但以理书(3)
小先知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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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11)
诗歌智慧书(9) 约伯记(4) 诗篇(2) 箴言(1) 传道书(1) 雅歌(1)

创25:25 先产的~发红、浑身有毛、如
38:14 又遮住~、坐在亭拿路上的伊
47:18 眼前除了我们的~和田地之外
利13: 7 将~给祭司察看以后、癣若在
13: 7 了、他要再将~给祭司察看．
15: 7 那摸患漏症人~的、必不洁净
24:19 人若使他邻舍的~有残疾、他
24:20 他怎样叫人的~有残疾、也要
申 2:10 多、~高大、像亚衲人一样。
 2:21 那民众多~高大、像亚衲人一
31:20 ~肥胖、就必偏向别神事奉他
士16:20 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他
撒上 4:18 ~沉重。以利作以色列的士师

 9: 2 比他的．~比众民高过一头。
10:23 姓中间、~比众民高过一头。

王上17:21 这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
17:22 魂、仍入他的~、他就活了。
18:28 枪自割、自刺、直到~流血。

王下 4:34 上、孩子的~就渐渐温和了。
尼 5: 5 我们的~、与我们弟兄的身体
 5: 5 与我们弟兄的~一样、我们的
 9:25 ~肥胖、因你的大恩、心中快
 9:37 他们任意辖制我们的~、和牲
斯 2:12 众女子照例先洁净~十二个月
伯 2: 8 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
16: 8 我~的枯瘦也当面见证我的不
21:23 有人至死~强壮、尽得平靖安
30: 3 ~枯瘦、在荒废凄凉的幽暗中
诗38: 8 ~疲倦．因心里不安、我就唉
73: 6 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
箴 5:11 终久你皮肉和~消毁、你就悲
传12:12 没有穷尽．读书多、~疲倦。
歌 5:14 他的~如同雕刻的象牙、周围
赛17: 4 薄、他肥胖的~、必渐瘦弱。
32:11 去衣服、赤着~、腰束麻布。
耶41: 5 ~画破、手拿素祭和乳香、要
51:35 损害我的~．愿这罪归给他．
哀 4: 7 他们的~、比红宝玉〔或作珊
 4: 9 土产、就~衰弱、渐渐消灭。
结10:22 并~的形像、是我从前在迦巴
44:18 子．不可穿使~出汗的衣服。
但 3:27 见火无力伤他们的~、头发也

 7:11 杀、~损坏、扔在火中焚烧。
10: 6 他~如水苍玉、面貌如闪电、
哈 3:16 ~战兢、嘴唇发颤、骨中朽烂
太 6:25 为~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
 6:25 于饮食么、~不胜于衣裳么。
 8: 4 只要去把~给祭司察看、献上
10:28 那杀~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
10:28 惟有能把~和灵魂都灭在地狱
26:26 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
27:52 已睡圣徒的~、多有起来的。
27:58 求耶稣的~．彼拉多就吩咐给
27:59 约瑟取了~、用干净细麻布裹
可 1:44 只要去把~给祭司察看、又因
 9:18 ~枯干、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
14:22 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
15:43 进去见彼拉多、求耶稣的~。
16: 1 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
路 5:14 只要去把~给祭司察看、又要
12: 4 那杀~以后、不能再作什么的
12:22 虑吃什么．为~忧虑穿什么。
12:23 生命胜于饮食、~胜于衣裳。
17:14 你们去把~给祭司察看。他们
22:19 这是我的~、为你们舍的．你
23:52 人去见彼拉多、求耶稣的~．
23:55 了坟墓、和他的~怎样安放。
24: 3 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
24:23 不见他的~、就回来告诉我们
约 2:21 耶稣这话、是以他的~为殿。
19:38 要把耶稣的~领去．彼拉多允
19:38 准、他就把耶稣的~领去了。
19:40 把耶稣的~用、细麻布加上香
20:12 在安放耶稣~的地方坐着、一
罗 1:24 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
 4:19 虽然想到自己的~如同已死、
 7: 4 你们借着基督的~、在律法上
 7:24 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呢。
 8:10 ~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
 8:11 使你们必死的~又活过来。
 8:13 靠着圣灵治死~的恶行必要活
 8:23 的名分、乃是我们的~得赎。
12: 1 将~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

林前 7:34 要~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的

10:16 饼、岂不是同领基督的~么。
10:17 一个~．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
11:24 这是我的~、为你们舍的．〔
11:29 若不分辨是主的~、就是吃喝
12:13 成了一个~．饮于一位圣灵。
15:35 怎样复活．带着什么~来呢。
15:44 所种的是血气的~、复活的是
15:44 复活的是灵性的~．若有血气
15:44 若有血气的~、也必有灵性的
15:44 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

林后 5: 8 是更愿意离开~与主同住。
 7: 1 除去~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
 7: 5 ~也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
加 4:13 音给你们、是因为~有疾病。
 4:14 你们为我~的缘故受试炼、没
弗 1:23 教会是他的~、是那充满万有
 2:15 而且以自己的~、废掉冤仇、
 4: 4 ~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
 4:12 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
 4:16 便叫~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
腓 3:21 将我们这卑贱的~改变形状、
 3:21 状、和他自己荣耀的~相似。
西 1:24 并且为基督的~、就是为教会
帖前 4: 4 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
提前 4: 8 操练~、益处还少．惟独敬虔
来 9:13 上、尚且叫人成圣、~洁净．
10: 5 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
10:10 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
10:20 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
10:22 ~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
雅 2:16 却不给他们~所需用的、这有
 2:26 ~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

约叁 1: 2 ~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
犹 1: 8 也像他们污秽~、轻慢主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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