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师 圣经(91次)

新约(38次)
福音书(18)
历史书(3)
保罗书信(14)

马太福音(3)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9) 约翰福音(6)
使徒行传(3)
罗马书(1) 哥林多前书(3) 哥林多后书(0) 加拉太书(3) 以弗所书(2) 腓立比书(0) 歌罗西书(0) 帖
撒罗尼迦前书(0) 帖撒罗尼迦后书(0) 提摩太前书(2) 提摩太后书(2) 提多书(1) 腓利门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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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3) 希伯来书(1) 雅各书(1) 彼得前书(0) 彼得后书(1) 约翰壹书(0)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0)
启示录(0)

律法书(3)
历史书(42)

预言书(0)

约书亚记(0) 士师记(19) 路得记(1) 撒母耳记上(6) 撒母耳记下(4) 列王记上(0) 列王记下(4) 历
代志上(6) 历代志下(0) 以斯拉记(2)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0)

创世纪(3) 出埃及记(0) 利未记(0) 民数记(0) 申命记(0)
旧约(53次)

以赛亚书(3) 耶利米书(0)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0) 但以理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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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诗歌智慧书(4) 约伯记(0) 诗篇(1) 箴言(2) 传道书(1) 雅歌(0)

创 4:20 是住帐棚牧养牲畜之人的祖~
 4:21 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
 4:22 或作是铜匠铁匠的祖~〕土八
士 2:16 耶和华兴起士~、士师就拯救
 2:16 士~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
 2:17 他们却不听从士~、竟随从叩
 2:18 耶和华为他们兴起士~、就与
 2:18 就与那士~同在．士师在世的
 2:18 士~在世的一切日子、耶和华
 2:19 及至士~死后、他们就转去行
 3:10 他就作了以色列的士~、出去
 4: 4 的妻、当时作以色列的士~。
10: 2 陀拉作以色列的士~二十三年
10: 3 作以色列的士~二十二年。
12: 7 耶弗他作以色列的士~六年。
12: 8 利恒人以比赞作以色列的士~
12: 9 妇。他作以色列的士~七年。
12:11 以伦、作以色列的士~十年。
12:13 儿子押顿、作以色列的士~。
12:14 押顿作以色列的士~八年。
15:20 参孙作以色列的士~二十年。
16:31 参孙作以色列的士~二十年。
得 1: 1 当士~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
撒上 2:25 有士~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

 4:18 以利作以色列的士~四十年。
 7:13 撒母耳作士~的时候、耶和华
 7:15 撒母耳平生作以色列的士~。
 8: 1 就立他儿子作以色列的士~。
 8: 2 比亚．他们在别是巴作士~。

撒下 7: 7 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
 7:11 并不像我命士~治理我民以色
11:21 是耶路巴力见士~记九章一节
15: 4 恨不得我作国中的士~．凡有

王下 2: 3 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傅离开你
 2: 5 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傅离开你
 2:16 求你容他们去寻找你~傅、或
23:22 自从士~治理以色列人、和以

代上17: 6 我何曾向以色列的一个士~、
17:10 并不像我命士~治理我民以色
23: 4 事．有六千人作官长和士~．
25: 8 为~的、为徒的、都一同掣签
26:29 拿尼雅和他众子作官长和士~

27:32 尼的儿子耶歇作王众子的~傅
拉 7:25 明白你　神律法的人立为士~
10:14 同着本城的长老和士~而来、
诗119:99 我比我的~傅更通达．因我思
箴 5:13 也不听从我~傅的话、又不侧
 8:30 我在他那里为工~、日日为他
传12:11 会中之~的言语、又像钉稳的
赛30:20 你的教~却不再隐藏、你眼必
30:20 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
43:27 始祖犯罪、你的~傅违背我。
哈 2:18 就是虚谎的~傅．制造者倚靠
太22:35 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要试
23:10 也不要受~尊的称呼．因为只
23:10 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尊、
路 2:46 坐在教~中间、一面听、一面
 5:17 法利赛人和教法~在旁边坐着
 7:30 但法利赛人和律法~、没有受
 7:30 利赛人和律法~不受约翰的洗
10:25 有一个律法~、起来试探耶稣
11:45 律法~中有一个回答耶稣说、
11:46 你们律法~也有祸了．因为你
11:52 你们律法~有祸了．因为你们
14: 3 耶稣对律法~和法利赛人说、
约 3: 2 道你是由　神那里来作~傅的
14:16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
14:16 或作训慰~下同〕叫他永远与
14:26 但保惠~、就是父因我的名所
15:26 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来、
16: 7 保惠~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
徒 5:34 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在
13: 1 有几位先知和教~、就是巴拿
13:20 给他们设立士~、约有四百五
罗 2:20 是蠢笨人的~傅、是小孩子的
林前 4:15 ~傅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

12:28 第三是教~．其次是行异能的
12:29 岂都是教~么．岂都是行异能
加 3:24 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傅、引我
 3:25 我们从此就不在~傅的手下了
 4: 2 乃在~傅和管家的手下、直等
弗 4:11 有传福音的．有牧~和教师．
 4:11 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

提前 1: 7 想要作教法~、却不明白自己

 2: 7 作外邦人的~傅、教导他们相
提后 1:11 作传道的、作使徒、作~傅。

 4: 3 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傅．
多 3:13 你要赶紧给律~西纳、和亚波
来 5:12 本该作~傅、谁知还得有人将
雅 3: 1 不要多人作~傅、因为晓得我
彼后 2: 1 也必有假~傅、私自引进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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