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束 圣经(92次)

新约(25次)
福音书(12)
历史书(1)
保罗书信(7)

马太福音(2) 马可福音(2) 路加福音(3) 约翰福音(5)
使徒行传(1)
罗马书(2) 哥林多前书(2) 哥林多后书(0) 加拉太书(0) 以弗所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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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提摩太后书(0) 提多书(2) 腓利门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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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3) 希伯来书(0) 雅各书(0) 彼得前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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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律法书(22)
历史书(11)

预言书(2)

约书亚记(0) 士师记(0)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1) 撒母耳记下(3) 列王记上(4) 列王记下(3) 历代
志上(0) 历代志下(0)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0)

创世纪(0) 出埃及记(5) 利未记(3) 民数记(14) 申命记(0)
旧约(67次)

以赛亚书(6) 耶利米书(8)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结书(4) 但以理书(1)
小先知书(4) 何西阿书(1) 约珥书(2) 阿摩司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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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20)
诗歌智慧书(10) 约伯记(2) 诗篇(6) 箴言(2) 传道书(0) 雅歌(0)

出12:11 你们吃羊羔当腰间~带、脚上
28: 8 用以~上、与以弗得接连一块
29: 5 ~上以弗得巧工织的带子．
29: 9 给亚伦和他儿子~上腰带、包
39: 5 用以~上、与以弗得接连一块
利 8: 7 ~上腰带、穿上外袍、又加上
 8:13 ~上腰带、包上裹头巾．都是
16: 4 腰~细麻布带子、头戴细麻布
民30: 2 要约~自己、就不可食言、必
30: 3 若向耶和华许愿要约~自己．
30: 4 并约~自己的话、却向他默默
30: 4 并约~自己的话、就都要为定
30: 5 和约~自己的话、就都不得为
30: 6 是口中出了约~自己的冒失话
30: 7 并约~自己的话、就都要为定
30: 8 愿和他出口约~自己的冒失话
30: 9 就是他约~自己的话、都要为
30:10 许了愿或起了誓、约~自己．
30:11 并约~自己的话、就都要为定
30:12 或是约~自己的话、就都不得
30:13 和刻苦约~自己所起的誓、他
30:14 和约~自己的话、因丈夫听见

撒上 2: 4 折断．跌倒的人以力量~腰。
撒下 3:31 腰~麻布、在押尼珥棺前哀哭

20: 8 腰~佩刀的带子、刀在鞘内、
22:40 因为你曾以力量~我的腰、使

王上 2: 5 将这血染了腰间~的带、和脚
18:46 他就~上腰、奔在亚哈前头、
20:31 现在我们不如腰~麻布、头套
20:32 于是他们腰~麻布、头套绳索

王下 1: 8 腰~皮带．王说、这必是提斯
 4:29 你~上腰、手拿我的杖前去．
 9: 1 你~上腰、手拿这瓶膏油、往
伯38: 3 你要如勇士~腰．我问你、你
40: 7 你要如勇士~腰．我问你、你
诗18:32 惟有那以力量~我的腰、使我
18:39 因为你曾以力量~我的腰、使
65: 6 他既以大能~腰、就用力量安
65:12 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腰。
93: 1 以能力~腰．世界就坚定、不
109:19 身的衣服、当他常~的腰带。
箴 7:11 这妇人喧嚷不守约~、在家里

31:17 他以能力~腰、使膀臂有力．
赛 8: 9 任凭你们~起腰来、终必破坏
 8: 9 你们~起腰来、终必破坏。
15: 3 他们在街市上都腰~麻布、在
32:11 衣服、赤着身体、腰~麻布。
45: 5 虽不认识我、我必给你~腰、
49:18 以他们为华带~腰、像新妇一
耶 1:17 所以你当~腰、起来将我所吩
 2:31 我们脱离约~、再不归向你了
 4: 8 因此你们当腰~麻布、大声哀
 6:26 应当腰~麻布、滚在灰中．你
13: 1 你去买一根麻布带子~腰、不
13: 2 华的话、买了一根带子~腰。
48:37 剪短、手有画伤、腰~麻布。
49: 3 以麻布~腰．要哭号、在篱笆
哀 2:10 腰~麻布．耶路撒冷的处女、
结 7:18 要用麻布~腰、被战兢所盖．
16:10 并用细麻布给你~腰、用丝绸
20:37 杖下经过、使你们被约拘~．
27:31 用麻布~腰、号咷痛哭、苦苦
但10: 5 穿细麻衣、腰~乌法精金带。
何 4:12 就行淫离弃　神、不守约~。
珥 1: 8 像处女腰~麻布、为幼年的丈
 1:13 你们当腰~麻布痛哭．伺候祭
摩 8:10 众人腰~麻布、头上光秃．使
太 3: 4 腰~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
20:25 他们、有大臣操权管~他们。
可 1: 6 腰~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
10:42 他们．有大臣操权管~他们。
路12:35 你们腰里要~上带、灯也要点
12:37 自己~上带、进前伺候他们。
17: 8 ~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
约13: 4 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腰。
13: 5 并用自己所~的手巾擦干。
21: 7 就~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
21:18 自己~上带子、随意往来、但
21:18 别人要把你~上、带你到不愿
徒12: 8 ~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
罗 6:20 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了。
 7: 2 就被律法约~．丈夫若死了、

林前 7:15 都不必拘~．　神召我们原是
 7:39 妻子是被约~的．丈夫若死了

弗 6:14 用真理当作带子~腰、用公义
多 1: 6 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的
 1:10 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说虚

彼前 1:13 所以要约~你们的心、〔原文
 1:13 原文作~上你们心中的腰〕谨
 5: 5 也都要以谦卑~腰、彼此顺服
启 1:13 直垂到脚、胸间~着金带。
15: 6 古卷作宝石〕胸间~着金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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