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甚至 圣经(93次)

新约(31次)
福音书(13)
历史书(5)
保罗书信(10)

马太福音(6) 马可福音(4) 路加福音(2) 约翰福音(1)
使徒行传(5)
罗马书(1) 哥林多前书(1) 哥林多后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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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帖撒罗尼迦后书(2) 提摩太前书(0) 提摩太后书(1)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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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2) 希伯来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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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律法书(11)
历史书(15)

预言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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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3) 出埃及记(3) 利未记(0) 民数记(1) 申命记(4)
旧约(62次)

以赛亚书(6) 耶利米书(11)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2) 但以理书(1)
小先知书(5) 何西阿书(1) 约珥书(0) 阿摩司书(0) 俄巴底亚书(1) 约拿书(1) 弥迦书(0)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1) 玛拉基书(1)

大先知书(20)
诗歌智慧书(11) 约伯记(3) 诗篇(8) 箴言(0) 传道书(0) 雅歌(0)

创16:10 后裔极其繁多、~不可胜数。
41:30 ~埃及地都忘了先前的丰收、
47:13 ~埃及地和迦南地的人、因那
出10: 5 ~看不见地、并且吃那冰雹所
10:15 ~地都黑暗了、又吃地上一切
21:22 ~坠胎、随后却无别害、那伤
民11:20 ~肉从你们鼻孔里喷出来、使
申12:31 ~将自己的儿女用火焚烧、献
28:32 ~失明、你手中无力拯救。
28:34 ~你因眼中所看见的、必致疯
28:55 ~在你受仇敌围困窘迫的城中
士 2:14 ~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不能站立
16:16 催逼他、~他心里烦闷要死。

撒下 2:23 ~枪从背后透出．亚撒黑就在
17:13 ~连一块小石头、都不剩下。
22:35 争战、~我的膀臂能开铜弓。

王上 3:12 ~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
 8:11 ~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
13:34 里、~他的家从地上除灭了。

王下 6:25 ~一个驴头值银八十舍客勒、
 9:37 ~人不能说、这是耶洗别。
25: 3 大饥荒、~百姓都没有粮食。

代下 5:14 ~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
拉 3:13 ~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
尼12:43 ~耶路撒冷中的欢声听到远处
13:10 ~供职的利未人、与歌唱的、
伯 7:15 ~我宁肯噎死、宁肯死亡、胜
34:28 ~使贫穷人的哀声达到他那里
41:16 一相连、~气不得透入其间．
诗 7: 2 撕裂我、~撕碎、无人搭救。
18:34 争战、~我的膀臂能开铜弓。
77: 4 我烦乱不安、~不能说话。
78:60 ~他离弃示罗的帐幕、就是他
88:15 亡．我受你的惊恐、~慌张。
102: 4 如草枯干、~我忘记吃饭。
106:32 华发怒、~摩西也受了亏损．
119:20 时常切慕你的典章、~心碎。
赛 5:11 连到夜深、~因酒发烧的人．
21: 3 我疼痛~不能听．我惊惶甚至
21: 3 至不能听．我惊惶~不能看。
23: 1 ~没有房屋、没有可进之路．
30:14 ~碎块中找不到一片、可用以

60:15 ~无人经过、我却使你变为永
耶 4: 4 如火着起、~无人能以熄灭。
 7:32 斐特葬埋尸首、~无处可葬。
 9:10 ~无人经过．人也听不见牲畜
 9:12 焦好像旷野、~无人经过呢。
16:12 梗的恶心行事、~不听从我。
19:11 斐特葬埋尸首、~无处可葬。
21:12 如火着起、~无人能以熄灭。
23:14 ~无人回头离开他的恶、他们
44:14 ~那进入埃及地寄居的、就是
51:62 ~连人带牲畜没有在这里居住
52: 6 大饥荒、~百姓都没有粮食。
结38:20 ~海中的鱼、天空的鸟、田野
39:10 ~他们不必从田野捡柴、也不
但 5:20 ~行事狂傲、就被革去王位、
何 9:12 ~不留一个．我离弃他们、他
俄 1: 9 ~以扫山的人、都被杀戮剪除
拿 1: 4 就狂风大作、~船几乎破坏。
亚 7:14 ~无人来往经过．因为他们使
玛 3:10 倾福与你们、~无处可容。
太 8:24 ~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
 8:28 ~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
12:22 ~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
13:54 ~他们都希奇、说、这人从那
15:31 ~众人都希奇．因为看见哑巴
28: 4 得浑身乱战、~和死人一样。
可 2: 2 ~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
 3:20 聚集、~他连饭也顾不得吃。
 4:32 ~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他的
 4:37 浪打入船内、~船要满了水。
路 5: 7 满了两只船、~船要沉下去。
12: 1 ~彼此践踏、耶稣开讲、先对
约 3:16 ~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
徒 5:15 ~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
15:39 ~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
16:26 ~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
19:12 ~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
26:11 ~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城邑。
罗15:19 ~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
林前11:21 饭、~这个饥饿、那个酒醉。
林后 1: 8 胜、~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

 2: 7 免得他忧愁太过、~沉沦了。

 3: 7 ~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
加 2:13 假．~连巴拿巴也随伙装假。
帖前 1: 7 ~你们作了马其顿和亚该亚、
帖后 1: 4 ~我们在　神的各教会里为你

 2: 4 ~坐在　神的殿里、自称是
提后 2: 9 ~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
来 4:12 ~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
12:21 ~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兢
启13:13 ~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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