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失 聖經(113次)

新約(44次)
福音書(24)
歷史書(2)
保羅書信(9)

馬太福音(9) 馬可福音(1) 路加福音(11) 約翰福音(3)
使徒行傳(2)
羅馬書(3) 哥林多前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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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帖
撒羅尼迦前書(0) 帖撒羅尼迦後書(0) 提摩太前書(1) 提摩太後書(1)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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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9) 希伯來書(3) 雅各書(3) 彼得前書(0) 彼得後書(1) 約翰壹書(0) 約翰贰書(1) 約翰叁書(0) 猶大
書(1)
啟示錄(0)

律法書(16)
歷史書(11)

預言書(0)

約書亞記(0) 士師記(0)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5) 撒母耳記下(1) 列王記上(3) 列王記下(0) 歷代
志上(1) 歷代志下(0)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1)

創世紀(3) 出埃及記(2) 利未記(4) 民數記(2) 申命記(5)
舊約(69次)

以賽亞書(3) 耶利米書(3) 耶利米哀歌(4) 以西結書(4) 但以理書(3)
小先知書(3) 何西阿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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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撒迦利亞書(2)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17)
詩歌智慧書(22) 約伯記(5) 詩篇(10) 箴言(5) 傳道書(2) 雅歌(0)

創29:31 耶和華見利亞~寵、〔原文作
29:33 耶和華因為聽見我~寵、所以
42:36 你們使我喪~我的兒子．約瑟
出22: 9 或是為甚麼~掉之物、有一人
23: 4 ~迷了路、總要牽回來交給他
利 5: 4 或是有人嘴裏冒~發誓、要行
 5: 4 無論人在甚麼事上冒~發誓、
 6: 3 或是在撿了遺~的物上行了詭
 6: 4 的、或是人遺~他所撿的物、
民30: 6 是口中出了約束自己的冒~話
30: 8 願和他出口約束自己的冒~話
申22: 1 ~迷了路、不可佯為不見、總
22: 3 你的弟兄無論~落甚麼、或是
28:32 甚至~明、你手中無力拯救。
28:65 跳動、眼目~明、精神消耗。
32:35 他們~腳的時候、伸冤報應在

撒上25: 7 他們、他們也未曾~落甚麼。
25:15 們的欺負、也未曾~落甚麼。
25:21 以致他一樣不~落、實在是徒
29: 6 我未曾見你有甚麼過~．只是
30:19 衛都奪回來、沒有~落一個。

撒下 6: 6 因為牛~前蹄、〔或作驚跳〕
王上16:18 心利見城破~、就進了王宮的

20:25 又照著王喪~軍兵之數、再招
20:39 若把他~了、你的性命必代替

代上13: 9 因為牛~前蹄、〔或作驚跳〕
斯 7: 4 但王的損~、敵人萬不能補足
伯 5:24 要查看你的羊圈、一無所~。
 6:20 他們因~了盼望就抱愧、來到
11:20 但惡人的眼目必要~明、他們
17: 5 連他兒女的眼睛、也要~明。
31:16 其所願、或叫寡婦眼中~望、
詩17: 3 我立志叫我口中沒有過~。
19:12 誰能知道自己的錯~呢．願你
37:24 他雖~腳、也不至全身仆倒．
38:16 我~腳的時候、他們向我誇大
69: 3 我因等候　神、眼睛~明。
73: 2 我的腳幾乎~閃．我的腳險些
94:18 我正說我~了腳、耶和華阿、
119:82 眼睛~明、說、你何時安慰我
119:116活．也不叫我因~望而害羞。
119:123和你公義的話、眼睛~明。

箴10:17 違棄責備的、便~迷了路。
12:26 鄰舍．惡人的道、叫人~迷。
19:11 寬恕人的過~、便是自己的榮
20:25 人冒~說、這是聖物、許願之
25: 8 不要冒~出去與人爭競、免得
傳 3: 6 ~落有時．保守有時、捨棄有
 5: 2 你在　神面前不可冒~開口、
賽32: 4 冒~人的心、必明白知識、結
35: 8 路的人雖愚昧、也不至~迷。
44:25 使說假話的兆頭~效、使占卜
耶14: 6 野狗．因為無草、眼目~明。
17: 4 必~去我所賜給你的產業．我
50: 6 我的百姓作了迷~的羊．牧人
哀 1: 6 全都~去．他的首領、像找不
 2:11 以致~明．我的心腸擾亂、肝
 4: 1 黃金何其~光．純金何其變色
 4:17 以致眼目~明、還是枉然．我
結19: 5 母獅見自己等候~了指望、就
34: 4 ~喪的、你們沒有尋找．但用
34:16 ~喪的、我必尋找、被逐的、
37:11 我們的指望~去了、我們滅絕
但 6: 4 只是找不著他的錯誤過~、因
 6: 4 他忠心辦事、毫無錯誤過~。
10: 8 無力、面貌~色、毫無氣力。
何 4:12 因為他們的淫心使他們~迷、
亞 9: 5 以革倫因~了盼望蒙羞．迦薩
11:17 乾、他的右眼也必昏暗~明。
太 5:13 鹽若~了味、怎能叫他再鹹呢
 5:29 寧可~去百體中的一體、不叫
 5:30 寧可~去百體中的一體、不叫
10: 6 可往以色列家迷~的羊那裏去
10:39 將要~喪生命．為我失喪生命
10:39 為我~喪生命的、將要得著生
15:24 是到以色列家迷~的羊那裏去
18:11 人子來為要拯救~喪的人〕
18:14 這樣不願意這小子裏~喪一個
可 9:50 若~了味、可用甚麼叫他再鹹
路 1:52 他叫有權柄的~位、叫卑賤的
14:34 鹽若~了味、可用甚麼叫它再
15: 4 ~去一隻、不把這九十九隻撇
15: 4 去找那~去的羊直到找著呢。
15: 6 我~去的羊已經找著了、你們

15: 8 若~落一塊、豈不點上燈、打
15: 9 我~落的那塊錢已經找著了、
15:24 ~而又得的。他們就快樂起來
15:32 ~而又得的、所以我們理當歡
19:10 來、為要尋找拯救~喪的人。
22:32 叫你不至於~了信心．你回頭
約 6:39 叫我一個也不~落、在末日卻
12:25 就~喪生命．在這世上恨惡自
18: 9 給我的人、我沒有~落一個。
徒27:22 一個也不~喪、惟獨失喪這船
27:22 個也不失喪、惟獨~喪這船。
羅11:11 他們~腳是要他們跌倒麼．斷
11:11 反倒因他們的過~、救恩便臨
11:12 若他們的過~、為天下的富足

林後 4: 8 住．心裏作難、卻不至~望．
11: 3 ~去那向基督所存純一清潔的
西 1:23 不至被引動~去〔原文作離開
 3:21 女的氣、恐怕他們~了志氣。

提前 6: 5 ~喪真理之人的爭競。他們以
提後 2:13 我們縱然~信、他仍是可信的
來 2: 1 的道理、恐怕我們隨流~去。
 5: 2 和~迷的人、因為他自己也是
12:15 恐怕有人~了　神的恩．恐怕
雅 3: 2 原來我們在許多事上都有過~
 3: 2 若有人在話語上沒有過~、他
 5:19 你們中間若有~迷真道的、有

彼後 1:10 們若行這幾樣、就永不~腳。
約貳 1: 8 不要~去你們〔有古卷作我們
猶 1:24 那能保守你們不~腳、叫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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