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失 圣经(113次)

新约(44次)
福音书(24)
历史书(2)
保罗书信(9)

马太福音(9) 马可福音(1) 路加福音(11) 约翰福音(3)
使徒行传(2)
罗马书(3) 哥林多前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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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帖
撒罗尼迦前书(0) 帖撒罗尼迦后书(0) 提摩太前书(1) 提摩太后书(1)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失 shī

普通书信(9) 希伯来书(3) 雅各书(3) 彼得前书(0) 彼得后书(1) 约翰壹书(0) 约翰贰书(1)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1)
启示录(0)

律法书(16)
历史书(11)

预言书(0)

约书亚记(0) 士师记(0)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5) 撒母耳记下(1) 列王记上(3) 列王记下(0) 历代
志上(1) 历代志下(0)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1)

创世纪(3) 出埃及记(2) 利未记(4) 民数记(2) 申命记(5)
旧约(69次)

以赛亚书(3) 耶利米书(3) 耶利米哀歌(4) 以西结书(4) 但以理书(3)
小先知书(3) 何西阿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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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撒迦利亚书(2)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17)
诗歌智慧书(22) 约伯记(5) 诗篇(10) 箴言(5) 传道书(2) 雅歌(0)

创29:31 耶和华见利亚~宠、〔原文作
29:33 耶和华因为听见我~宠、所以
42:36 你们使我丧~我的儿子．约瑟
出22: 9 或是为什么~掉之物、有一人
23: 4 ~迷了路、总要牵回来交给他
利 5: 4 或是有人嘴里冒~发誓、要行
 5: 4 无论人在什么事上冒~发誓、
 6: 3 或是在捡了遗~的物上行了诡
 6: 4 的、或是人遗~他所捡的物、
民30: 6 是口中出了约束自己的冒~话
30: 8 愿和他出口约束自己的冒~话
申22: 1 ~迷了路、不可佯为不见、总
22: 3 你的弟兄无论~落什么、或是
28:32 甚至~明、你手中无力拯救。
28:65 跳动、眼目~明、精神消耗。
32:35 他们~脚的时候、伸冤报应在

撒上25: 7 他们、他们也未曾~落什么。
25:15 们的欺负、也未曾~落什么。
25:21 以致他一样不~落、实在是徒
29: 6 我未曾见你有什么过~．只是
30:19 卫都夺回来、没有~落一个。

撒下 6: 6 因为牛~前蹄、〔或作惊跳〕
王上16:18 心利见城破~、就进了王宫的

20:25 又照着王丧~军兵之数、再招
20:39 若把他~了、你的性命必代替

代上13: 9 因为牛~前蹄、〔或作惊跳〕
斯 7: 4 但王的损~、敌人万不能补足
伯 5:24 要查看你的羊圈、一无所~。
 6:20 他们因~了盼望就抱愧、来到
11:20 但恶人的眼目必要~明、他们
17: 5 连他儿女的眼睛、也要~明。
31:16 其所愿、或叫寡妇眼中~望、
诗17: 3 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
19:12 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呢．愿你
37:24 他虽~脚、也不至全身仆倒．
38:16 我~脚的时候、他们向我夸大
69: 3 我因等候　神、眼睛~明。
73: 2 我的脚几乎~闪．我的脚险些
94:18 我正说我~了脚、耶和华阿、
119:82 眼睛~明、说、你何时安慰我
119:116活．也不叫我因~望而害羞。
119:123和你公义的话、眼睛~明。

箴10:17 违弃责备的、便~迷了路。
12:26 邻舍．恶人的道、叫人~迷。
19:11 宽恕人的过~、便是自己的荣
20:25 人冒~说、这是圣物、许愿之
25: 8 不要冒~出去与人争竞、免得
传 3: 6 ~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
 5: 2 你在　神面前不可冒~开口、
赛32: 4 冒~人的心、必明白知识、结
35: 8 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至~迷。
44:25 使说假话的兆头~效、使占卜
耶14: 6 野狗．因为无草、眼目~明。
17: 4 必~去我所赐给你的产业．我
50: 6 我的百姓作了迷~的羊．牧人
哀 1: 6 全都~去．他的首领、像找不
 2:11 以致~明．我的心肠扰乱、肝
 4: 1 黄金何其~光．纯金何其变色
 4:17 以致眼目~明、还是枉然．我
结19: 5 母狮见自己等候~了指望、就
34: 4 ~丧的、你们没有寻找．但用
34:16 ~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
37:11 我们的指望~去了、我们灭绝
但 6: 4 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因
 6: 4 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
10: 8 无力、面貌~色、毫无气力。
何 4:12 因为他们的淫心使他们~迷、
亚 9: 5 以革伦因~了盼望蒙羞．迦萨
11:17 干、他的右眼也必昏暗~明。
太 5:13 盐若~了味、怎能叫他再咸呢
 5:29 宁可~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
 5:30 宁可~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
10: 6 可往以色列家迷~的羊那里去
10:39 将要~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
10:39 为我~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
15:24 是到以色列家迷~的羊那里去
18:11 人子来为要拯救~丧的人〕
18:14 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丧一个
可 9:50 若~了味、可用什么叫他再咸
路 1:52 他叫有权柄的~位、叫卑贱的
14:34 盐若~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
15: 4 ~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
15: 4 去找那~去的羊直到找着呢。
15: 6 我~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

15: 8 若~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
15: 9 我~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
15:24 ~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
15:32 ~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
19:10 来、为要寻找拯救~丧的人。
22:32 叫你不至于~了信心．你回头
约 6:39 叫我一个也不~落、在末日却
12:25 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
18: 9 给我的人、我没有~落一个。
徒27:22 一个也不~丧、惟独失丧这船
27:22 个也不失丧、惟独~丧这船。
罗11:11 他们~脚是要他们跌倒么．断
11:11 反倒因他们的过~、救恩便临
11:12 若他们的过~、为天下的富足

林后 4: 8 住．心里作难、却不至~望．
11: 3 ~去那向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
西 1:23 不至被引动~去〔原文作离开
 3:21 女的气、恐怕他们~了志气。

提前 6: 5 ~丧真理之人的争竞。他们以
提后 2:13 我们纵然~信、他仍是可信的
来 2: 1 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去。
 5: 2 和~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
12:15 恐怕有人~了　神的恩．恐怕
雅 3: 2 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
 3: 2 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他
 5:19 你们中间若有~迷真道的、有

彼后 1:10 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脚。
约贰 1: 8 不要~去你们〔有古卷作我们
犹 1:24 那能保守你们不~脚、叫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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