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甚至 聖經(93次)

新約(31次)
福音書(13)
歷史書(5)
保羅書信(10)

馬太福音(6) 馬可福音(4) 路加福音(2) 約翰福音(1)
使徒行傳(5)
羅馬書(1) 哥林多前書(1) 哥林多後書(3) 加拉太書(1) 以弗所書(0) 腓立比書(0) 歌羅西書(0) 帖
撒羅尼迦前書(1) 帖撒羅尼迦後書(2) 提摩太前書(0) 提摩太後書(1)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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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2) 希伯來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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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律法書(11)
歷史書(15)

預言書(1)

約書亞記(0) 士師記(2)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0) 撒母耳記下(3) 列王記上(3) 列王記下(3) 歷代
志上(0) 歷代志下(1) 以斯拉記(1) 尼希米記(2) 以斯帖記(0)

創世紀(3) 出埃及記(3) 利未記(0) 民數記(1) 申命記(4)
舊約(62次)

以賽亞書(6) 耶利米書(11)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2) 但以理書(1)
小先知書(5) 何西阿書(1) 約珥書(0) 阿摩司書(0) 俄巴底亞書(1) 約拿書(1) 彌迦書(0)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1) 瑪拉基書(1)

大先知書(20)
詩歌智慧書(11) 約伯記(3) 詩篇(8) 箴言(0) 傳道書(0) 雅歌(0)

創16:10 後裔極其繁多、~不可勝數。
41:30 ~埃及地都忘了先前的豐收、
47:13 ~埃及地和迦南地的人、因那
出10: 5 ~看不見地、並且吃那冰雹所
10:15 ~地都黑暗了、又吃地上一切
21:22 ~墜胎、隨後卻無別害、那傷
民11:20 ~肉從你們鼻孔裏噴出來、使
申12:31 ~將自己的兒女用火焚燒、獻
28:32 ~失明、你手中無力拯救。
28:34 ~你因眼中所看見的、必致瘋
28:55 ~在你受仇敵圍困窘迫的城中
士 2:14 ~他們在仇敵面前再不能站立
16:16 催逼他、~他心裏煩悶要死。

撒下 2:23 ~槍從背後透出．亞撒黑就在
17:13 ~連一塊小石頭、都不剩下。
22:35 爭戰、~我的膀臂能開銅弓。

王上 3:12 ~在你以前沒有像你的、在你
 8:11 ~祭司不能站立供職、因為耶
13:34 裏、~他的家從地上除滅了。

王下 6:25 ~一個驢頭值銀八十舍客勒、
 9:37 ~人不能說、這是耶洗別。
25: 3 大饑荒、~百姓都沒有糧食。

代下 5:14 ~祭司不能站立供職、因為耶
拉 3:13 ~百姓不能分辨歡呼的聲音、
尼12:43 ~耶路撒冷中的歡聲聽到遠處
13:10 ~供職的利未人、與歌唱的、
伯 7:15 ~我寧肯噎死、寧肯死亡、勝
34:28 ~使貧窮人的哀聲達到他那裏
41:16 一相連、~氣不得透入其間．
詩 7: 2 撕裂我、~撕碎、無人搭救。
18:34 爭戰、~我的膀臂能開銅弓。
77: 4 我煩亂不安、~不能說話。
78:60 ~他離棄示羅的帳幕、就是他
88:15 亡．我受你的驚恐、~慌張。
102: 4 如草枯乾、~我忘記吃飯。
106:32 華發怒、~摩西也受了虧損．
119:20 時常切慕你的典章、~心碎。
賽 5:11 連到夜深、~因酒發燒的人．
21: 3 我疼痛~不能聽．我驚惶甚至
21: 3 至不能聽．我驚惶~不能看。
23: 1 ~沒有房屋、沒有可進之路．
30:14 ~碎塊中找不到一片、可用以

60:15 ~無人經過、我卻使你變為永
耶 4: 4 如火著起、~無人能以熄滅。
 7:32 斐特葬埋屍首、~無處可葬。
 9:10 ~無人經過．人也聽不見牲畜
 9:12 焦好像曠野、~無人經過呢。
16:12 梗的惡心行事、~不聽從我。
19:11 斐特葬埋屍首、~無處可葬。
21:12 如火著起、~無人能以熄滅。
23:14 ~無人回頭離開他的惡、他們
44:14 ~那進入埃及地寄居的、就是
51:62 ~連人帶牲畜沒有在這裏居住
52: 6 大饑荒、~百姓都沒有糧食。
結38:20 ~海中的魚、天空的鳥、田野
39:10 ~他們不必從田野撿柴、也不
但 5:20 ~行事狂傲、就被革去王位、
何 9:12 ~不留一個．我離棄他們、他
俄 1: 9 ~以掃山的人、都被殺戮剪除
拿 1: 4 就狂風大作、~船幾乎破壞。
亞 7:14 ~無人來往經過．因為他們使
瑪 3:10 傾福與你們、~無處可容。
太 8:24 ~船被波浪掩蓋．耶穌卻睡著
 8:28 ~沒有人能從那條路上經過。
12:22 ~那啞巴又能說話、又能看見
13:54 ~他們都希奇、說、這人從那
15:31 ~眾人都希奇．因為看見啞巴
28: 4 得渾身亂戰、~和死人一樣。
可 2: 2 ~連門前都沒有空地、耶穌就
 3:20 聚集、~他連飯也顧不得吃。
 4:32 ~天上的飛鳥、可以宿在他的
 4:37 浪打入船內、~船要滿了水。
路 5: 7 滿了兩隻船、~船要沉下去。
12: 1 ~彼此踐踏、耶穌開講、先對
約 3:16 ~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
徒 5:15 ~有人將病人抬到街上、放在
15:39 ~彼此分開．巴拿巴帶著馬可
16:26 ~監牢的地基都搖動了．監門
19:12 ~有人從保羅身上拿手巾、或
26:11 ~追逼他們直到外邦的城邑。
羅15:19 ~我從耶路撒冷、直轉到以利
林前11:21 飯、~這個饑餓、那個酒醉。
林後 1: 8 勝、~連活命的指望都絕了．

 2: 7 免得他憂愁太過、~沉淪了。

 3: 7 ~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榮光
加 2:13 假．~連巴拿巴也隨夥裝假。
帖前 1: 7 ~你們作了馬其頓和亞該亞、
帖後 1: 4 ~我們在　神的各教會裏為你

 2: 4 ~坐在　神的殿裏、自稱是
提後 2: 9 ~被捆綁、像犯人一樣．然而
來 4:12 ~魂與靈、骨節與骨髓、都能
12:21 ~摩西說、『我甚是恐懼戰兢
啟13:13 ~在人面前、叫火從天降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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