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虽然 圣经(125次)

新约(40次)
福音书(10)
历史书(2)
保罗书信(18)

马太福音(2) 马可福音(1) 路加福音(3) 约翰福音(4)
使徒行传(2)
罗马书(6) 哥林多前书(2) 哥林多后书(6) 加拉太书(2) 以弗所书(0) 腓立比书(0) 歌罗西书(0) 帖
撒罗尼迦前书(1) 帖撒罗尼迦后书(0) 提摩太前书(0) 提摩太后书(0) 提多书(0) 腓利门书(1)

虽然 suī rán

普通书信(10) 希伯来书(4) 雅各书(1) 彼得前书(2) 彼得后书(2) 约翰壹书(0)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1)
启示录(0)

律法书(5)
历史书(16)

预言书(0)

约书亚记(1) 士师记(3) 路得记(1) 撒母耳记上(4) 撒母耳记下(1) 列王记上(2) 列王记下(1) 历代
志上(0) 历代志下(1)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2) 以斯帖记(0)

创世纪(2) 出埃及记(0) 利未记(1) 民数记(0) 申命记(2)
旧约(85次)

以赛亚书(11) 耶利米书(7)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结书(9)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18) 何西阿书(4) 约珥书(1) 阿摩司书(5)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0) 那鸿书(2) 哈巴谷

书(2) 西番雅书(0) 哈该书(1) 撒迦利亚书(1) 玛拉基书(2)

大先知书(28)
诗歌智慧书(18) 约伯记(5) 诗篇(6) 箴言(4) 传道书(2) 雅歌(1)

创18:27 我~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
31:30 现在你~想你父家、不得不去
利 5:17 他~不知道、还是有了罪、就
申28:62 你们先前~像天上的星那样多
29:19 我~行事心里顽梗、连累众人
书22:17 ~瘟疫临到耶和华的会众、到
士 8: 4 河过渡、~疲乏、还是追赶。
13:16 你~款留我、我却不吃你的食
14: 6 他~手无器械、却将狮子撕裂
得 2:13 我~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
撒上12:20 你们~行了这恶、却不要偏离

15:17 从前你~以自己为小、岂不是
15:30 ~如此、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
24:11 你~猎取我的命、我却没有得

撒下 3:39 我~受膏为王、今日还是软弱
王上 2:28 约押~没有归从押沙龙、却归

 9: 8 这殿~甚高、将来经过的人必
王下 2:10 ~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
代下 7:21 这殿~甚高、将来经过的人必
尼 5:18 ~如此、我并不要省长的俸禄
 9:18 他们~铸了一只牛犊、彼此说
伯 8: 7 你起初~微小、终久必甚发达
14: 8 其根~衰老在地里、干也死在
20:11 他的骨头~有青年之力、却要
27: 8 ~得利、　神夺取其命的时候
39:16 ~徒受劳苦、也不为雏惧怕．
诗15: 4 誓、~自己吃亏、也不更改．
23: 4 我~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
27: 3 ~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
30: 5 一宿~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
49:18 ~自夸为有福、（你若利己、
59: 4 我~无过、他们预备整齐、跑
箴11:21 恶人~连手、必不免受罚．义
16: 5 恶．~连手、他必不免受罚。
23:31 ~下咽舒畅、终久是咬你如蛇
29:19 管教、他~明白、也不留意。
传 6: 6 那人~活千年、再活千年、却
 8:12 罪人~作恶百次、倒享长久的
歌 1: 5 我~黑、却是秀美、如同基达
赛 5:25 ~如此、他的怒气还未转消、
 9:12 ~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
 9:17 ~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

 9:21 ~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
10: 4 ~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
10:24 亚述王~用棍击打你、又照埃
12: 1 因为你~向我发怒、你的怒气
30:20 主~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
53: 9 他~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
60:15 你~被撇弃被厌恶、甚至无人
63:16 亚伯拉罕~不认识我们、以色
耶 5: 2 ~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所
 5:22 波浪~翻腾、却不能逾越．虽
 5:22 逾越．~匉訇、却不能过去。
12: 5 ~安稳、在约但河边的丛林要
14: 7 ~作见证告我们、还求你为你
46:23 ~不能寻察、〔或作穿不过〕
51: 5 ~境内充满违背以色列圣者的
哀 4: 6 所多玛~无人加手于他、还是
结 7:13 卖主~存活、却不能归回再得
17:10 葡萄树~栽种、岂能发旺呢、
20:17 ~如此、我眼仍顾惜他们、不
20:22 ~如此、我却为我名的缘故缩
23:11 他妹妹阿荷利巴~看见了、却
28: 2 你~居心自比　神、也不过是
32:29 ~仗着势力、还是放在被杀的
32:30 他们~仗着势力使人惊恐、还
33: 6 他~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
何 3: 1 ~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
 4:15 你~行淫、犹大却不可犯罪．
11: 7 众先知~招呼他们归向至上的
13:15 他在弟兄中~茂盛、必有东风
珥 2:12 ~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
摩 5:22 你们~向我献燔祭、和素祭、
 9: 2 他们~挖透阴间、我的手必取
 9: 2 ~爬上天去、我必拿下他们来
 9: 3 ~藏在迦密山顶、我必搜寻捉
 9: 3 ~从我眼前藏在海底、我必命
鸿 1:12 尼尼微~势力充足、人数繁多
 1:12 我~使你受苦、却不再使你受
哈 2: 3 ~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
 3:17 ~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
该 2: 4 ~如此、你当刚强．约撒答的
亚10: 9 我~〔或作必〕播散他们在列
玛 2:15 ~　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

 3:15 他们~试探　神、却得脱离灾
太 7:11 你们~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
26:33 众人~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
可14:29 说、众人~跌倒、我总不能。
路10:11 ~如此、你们该知道　神的国
11:13 你们~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
13:33 ~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
约 8:14 我~为自己作见证、我的见证
11:25 我的人、~死了、也必复活．
12:37 他~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
12:42 ~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
徒13:28 ~查不出他有当死的罪来、还
28: 4 ~从海里救上来、天理还不容
罗 1:21 因为他们~知道　神、却不当
 2:14 他们~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
 2:26 他~未受割礼、岂不算是有割
 4:19 ~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
 6:17 因为你们从前~作罪的奴仆、
 7: 3 ~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

林前 3:15 ~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
14:21 ~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

林后 4:16 外体~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
 5:16 ~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
 7: 8 我后来~懊悔、如今却不懊悔
 7:12 我~从前写信给你们、却不是
10: 3 因为我们~在血气中行事、却
11: 6 我的言语~粗俗、我的知识却
加 3:15 ~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
 4: 1 ~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

帖前 2: 6 ~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
门 1: 8 我~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
来 5: 8 他~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
11: 4 他~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
11:11 ~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
12:17 ~号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
雅 3: 4 船只~甚大、又被大风催逼、
彼前 1: 8 你们~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

 3: 1 他们~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
彼后 1:12 你们~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

 2:11 ~力量权能更大、还不用毁谤
犹 1: 5 你们~都知道、我却仍要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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