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束 聖經(92次)

新約(25次)
福音書(12)
歷史書(1)
保羅書信(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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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法書(22)
歷史書(11)

預言書(2)

約書亞記(0) 士師記(0)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1) 撒母耳記下(3) 列王記上(4) 列王記下(3) 歷代
志上(0) 歷代志下(0)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0)

創世紀(0) 出埃及記(5) 利未記(3) 民數記(14) 申命記(0)
舊約(67次)

以賽亞書(6) 耶利米書(8)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結書(4) 但以理書(1)
小先知書(4) 何西阿書(1) 約珥書(2) 阿摩司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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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20)
詩歌智慧書(10) 約伯記(2) 詩篇(6) 箴言(2) 傳道書(0) 雅歌(0)

出12:11 你們吃羊羔當腰間~帶、腳上
28: 8 用以~上、與以弗得接連一塊
29: 5 ~上以弗得巧工織的帶子．
29: 9 給亞倫和他兒子~上腰帶、包
39: 5 用以~上、與以弗得接連一塊
利 8: 7 ~上腰帶、穿上外袍、又加上
 8:13 ~上腰帶、包上裹頭巾．都是
16: 4 腰~細麻布帶子、頭戴細麻布
民30: 2 要約~自己、就不可食言、必
30: 3 若向耶和華許願要約~自己．
30: 4 並約~自己的話、卻向他默默
30: 4 並約~自己的話、就都要為定
30: 5 和約~自己的話、就都不得為
30: 6 是口中出了約~自己的冒失話
30: 7 並約~自己的話、就都要為定
30: 8 願和他出口約~自己的冒失話
30: 9 就是他約~自己的話、都要為
30:10 許了願或起了誓、約~自己．
30:11 並約~自己的話、就都要為定
30:12 或是約~自己的話、就都不得
30:13 和刻苦約~自己所起的誓、他
30:14 和約~自己的話、因丈夫聽見

撒上 2: 4 折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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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刀的帶子、刀在鞘內、
22:40 因為你曾以力量~我的腰、使

王上 2: 5 將這血染了腰間~的帶、和腳
18:46 他就~上腰、奔在亞哈前頭、
20:31 現在我們不如腰~麻布、頭套
20:32 於是他們腰~麻布、頭套繩索

王下 1: 8 腰~皮帶．王說、這必是提斯
 4:29 你~上腰、手拿我的杖前去．
 9: 1 你~上腰、手拿這瓶膏油、往
伯38: 3 你要如勇士~腰．我問你、你
40: 7 你要如勇士~腰．我問你、你
詩18:32 惟有那以力量~我的腰、使我
18:39 因為你曾以力量~我的腰、使
65: 6 他既以大能~腰、就用力量安
65:12 的草場上．小山以歡樂~腰。
93: 1 以能力~腰．世界就堅定、不
109:19 身的衣服、當他常~的腰帶。
箴 7:11 這婦人喧嚷不守約~、在家裏

31:17 他以能力~腰、使膀臂有力．
賽 8: 9 任憑你們~起腰來、終必破壞
 8: 9 你們~起腰來、終必破壞。
15: 3 他們在街市上都腰~麻布、在
32:11 衣服、赤著身體、腰~麻布。
45: 5 雖不認識我、我必給你~腰、
49:18 以他們為華帶~腰、像新婦一
耶 1:17 所以你當~腰、起來將我所吩
 2:31 我們脫離約~、再不歸向你了
 4: 8 因此你們當腰~麻布、大聲哀
 6:26 應當腰~麻布、滾在灰中．你
13: 1 你去買一根麻布帶子~腰、不
13: 2 華的話、買了一根帶子~腰。
48:37 剪短、手有畫傷、腰~麻布。
49: 3 以麻布~腰．要哭號、在籬笆
哀 2:10 腰~麻布．耶路撒冷的處女、
結 7:18 要用麻布~腰、被戰兢所蓋．
16:10 並用細麻布給你~腰、用絲綢
20:37 杖下經過、使你們被約拘~．
27:31 用麻布~腰、號咷痛哭、苦苦
但10: 5 穿細麻衣、腰~烏法精金帶。
何 4:12 就行淫離棄　神、不守約~。
珥 1: 8 像處女腰~麻布、為幼年的丈
 1:13 你們當腰~麻布痛哭．伺候祭
摩 8:10 眾人腰~麻布、頭上光禿．使
太 3: 4 腰~皮帶、吃的是蝗蟲野蜜。
20:25 他們、有大臣操權管~他們。
可 1: 6 腰~皮帶、吃的是蝗蟲野蜜。
10:42 他們．有大臣操權管~他們。
路12:35 你們腰裏要~上帶、燈也要點
12:37 自己~上帶、進前伺候他們。
17: 8 ~上帶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
約13: 4 脫了衣服、拿一條手巾~腰。
13: 5 並用自己所~的手巾擦乾。
21: 7 就~上一件外衣、跳在海裏。
21:18 自己~上帶子、隨意往來、但
21:18 別人要把你~上、帶你到不願
徒12: 8 ~上帶子．穿上鞋．他就那樣
羅 6:20 僕的時候、就不被義約~了。
 7: 2 就被律法約~．丈夫若死了、

林前 7:15 都不必拘~．　神召我們原是
 7:39 妻子是被約~的．丈夫若死了

弗 6:14 用真理當作帶子~腰、用公義
多 1: 6 有人告他們是放蕩不服約~的
 1:10 因為有許多人不服約~、說虛

彼前 1:13 所以要約~你們的心、〔原文
 1:13 原文作~上你們心中的腰〕謹
 5: 5 也都要以謙卑~腰、彼此順服
啟 1:13 直垂到腳、胸間~著金帶。
15: 6 古卷作寶石〕胸間~著金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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