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雖然 聖經(125次)

新約(40次)
福音書(10)
歷史書(2)
保羅書信(18)

馬太福音(2) 馬可福音(1) 路加福音(3) 約翰福音(4)
使徒行傳(2)
羅馬書(6) 哥林多前書(2) 哥林多後書(6) 加拉太書(2) 以弗所書(0) 腓立比書(0) 歌羅西書(0) 帖
撒羅尼迦前書(1) 帖撒羅尼迦後書(0) 提摩太前書(0) 提摩太後書(0) 提多書(0) 腓利門書(1)

雖然 suī rán

普通書信(10) 希伯來書(4) 雅各書(1) 彼得前書(2) 彼得後書(2) 約翰壹書(0)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0) 猶大
書(1)
啟示錄(0)

律法書(5)
歷史書(16)

預言書(0)

約書亞記(1) 士師記(3) 路得記(1) 撒母耳記上(4) 撒母耳記下(1) 列王記上(2) 列王記下(1) 歷代
志上(0) 歷代志下(1)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2) 以斯帖記(0)

創世紀(2) 出埃及記(0) 利未記(1) 民數記(0) 申命記(2)
舊約(85次)

以賽亞書(11) 耶利米書(7)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結書(9)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18) 何西阿書(4) 約珥書(1) 阿摩司書(5)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0) 那鴻書(2) 哈巴穀

書(2) 西番雅書(0) 哈該書(1) 撒迦利亞書(1) 瑪拉基書(2)

大先知書(28)
詩歌智慧書(18) 約伯記(5) 詩篇(6) 箴言(4) 傳道書(2) 雅歌(1)

創18:27 我~是灰塵、還敢對主說話．
31:30 現在你~想你父家、不得不去
利 5:17 他~不知道、還是有了罪、就
申28:62 你們先前~像天上的星那樣多
29:19 我~行事心裏頑梗、連累眾人
書22:17 ~瘟疫臨到耶和華的會眾、到
士 8: 4 河過渡、~疲乏、還是追趕。
13:16 你~款留我、我卻不吃你的食
14: 6 他~手無器械、卻將獅子撕裂
得 2:13 我~不及你的一個使女、你還
撒上12:20 你們~行了這惡、卻不要偏離

15:17 從前你~以自己為小、豈不是
15:30 ~如此、求你在我百姓的長老
24:11 你~獵取我的命、我卻沒有得

撒下 3:39 我~受膏為王、今日還是軟弱
王上 2:28 約押~沒有歸從押沙龍、卻歸

 9: 8 這殿~甚高、將來經過的人必
王下 2:10 ~如此、我被接去離開你的時
代下 7:21 這殿~甚高、將來經過的人必
尼 5:18 ~如此、我並不要省長的俸祿
 9:18 他們~鑄了一隻牛犢、彼此說
伯 8: 7 你起初~微小、終久必甚發達
14: 8 其根~衰老在地裏、榦也死在
20:11 他的骨頭~有青年之力、卻要
27: 8 ~得利、　神奪取其命的時候
39:16 ~徒受勞苦、也不為雛懼怕．
詩15: 4 誓、~自己吃虧、也不更改．
23: 4 我~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
27: 3 ~興起刀兵攻擊我、我必仍舊
30: 5 一宿~有哭泣、早晨便必歡呼
49:18 ~自誇為有福、（你若利己、
59: 4 我~無過、他們預備整齊、跑
箴11:21 惡人~連手、必不免受罰．義
16: 5 惡．~連手、他必不免受罰。
23:31 ~下咽舒暢、終久是咬你如蛇
29:19 管教、他~明白、也不留意。
傳 6: 6 那人~活千年、再活千年、卻
 8:12 罪人~作惡百次、倒享長久的
歌 1: 5 我~黑、卻是秀美、如同基達
賽 5:25 ~如此、他的怒氣還未轉消、
 9:12 ~如此、耶和華的怒氣還未轉
 9:17 ~如此、耶和華的怒氣還未轉

 9:21 ~如此、耶和華的怒氣還未轉
10: 4 ~如此、耶和華的怒氣還未轉
10:24 亞述王~用棍擊打你、又照埃
12: 1 因為你~向我發怒、你的怒氣
30:20 主~以艱難給你當餅、以困苦
53: 9 他~未行強暴、口中也沒有詭
60:15 你~被撇棄被厭惡、甚至無人
63:16 亞伯拉罕~不認識我們、以色
耶 5: 2 ~指著永生的耶和華起誓、所
 5:22 波浪~翻騰、卻不能逾越．雖
 5:22 逾越．~匉訇、卻不能過去。
12: 5 ~安穩、在約但河邊的叢林要
14: 7 ~作見證告我們、還求你為你
46:23 ~不能尋察、〔或作穿不過〕
51: 5 ~境內充滿違背以色列聖者的
哀 4: 6 所多瑪~無人加手於他、還是
結 7:13 賣主~存活、卻不能歸回再得
17:10 葡萄樹~栽種、豈能發旺呢、
20:17 ~如此、我眼仍顧惜他們、不
20:22 ~如此、我卻為我名的緣故縮
23:11 他妹妹阿荷利巴~看見了、卻
28: 2 你~居心自比　神、也不過是
32:29 ~仗著勢力、還是放在被殺的
32:30 他們~仗著勢力使人驚恐、還
33: 6 他~死在罪孽之中、我卻要向
何 3: 1 ~偏向別神、喜愛葡萄餅、耶
 4:15 你~行淫、猶大卻不可犯罪．
11: 7 眾先知~招呼他們歸向至上的
13:15 他在弟兄中~茂盛、必有東風
珥 2:12 ~如此、你們應當禁食、哭泣
摩 5:22 你們~向我獻燔祭、和素祭、
 9: 2 他們~挖透陰間、我的手必取
 9: 2 ~爬上天去、我必拿下他們來
 9: 3 ~藏在迦密山頂、我必搜尋捉
 9: 3 ~從我眼前藏在海底、我必命
鴻 1:12 尼尼微~勢力充足、人數繁多
 1:12 我~使你受苦、卻不再使你受
哈 2: 3 ~遲延、還要等候．因為必然
 3:17 ~無花果樹不發旺、葡萄樹不
該 2: 4 ~如此、你當剛強．約撒答的
亞10: 9 我~〔或作必〕播散他們在列
瑪 2:15 ~　神有靈的餘力能造多人、

 3:15 他們~試探　神、卻得脫離災
太 7:11 你們~不好、尚且知道拿好東
26:33 眾人~為你的緣故跌倒、我卻
可14:29 說、眾人~跌倒、我總不能。
路10:11 ~如此、你們該知道　神的國
11:13 你們~不好、尚且知道拿好東
13:33 ~這樣、今天明天後天我必須
約 8:14 我~為自己作見證、我的見證
11:25 我的人、~死了、也必復活．
12:37 他~在他們面前行了許多神蹟
12:42 ~如此、官長中卻有好些信他
徒13:28 ~查不出他有當死的罪來、還
28: 4 ~從海裏救上來、天理還不容
羅 1:21 因為他們~知道　神、卻不當
 2:14 他們~沒有律法、自己就是自
 2:26 他~未受割禮、豈不算是有割
 4:19 ~想到自己的身體如同已死、
 6:17 因為你們從前~作罪的奴僕、
 7: 3 ~歸於別人、也不是淫婦。

林前 3:15 ~得救乃像從火裏經過的一樣
14:21 ~如此、他們還是不聽從我。

林後 4:16 外體~毀壞、內心卻一天新似
 5:16 ~憑著外貌認過基督、如今卻
 7: 8 我後來~懊悔、如今卻不懊悔
 7:12 我~從前寫信給你們、卻不是
10: 3 因為我們~在血氣中行事、卻
11: 6 我的言語~粗俗、我的知識卻
加 3:15 ~是人的文約、若已經立定了
 4: 1 ~是全業的主人、但為孩童的

帖前 2: 6 ~可以叫人尊重、卻沒有向你
門 1: 8 我~靠著基督能放膽吩咐你合
來 5: 8 他~為兒子、還是因所受的苦
11: 4 他~死了、卻因這信仍舊說話
11:11 ~過了生育的歲數、還能懷孕
12:17 ~號哭切求、卻得不著門路、
雅 3: 4 船隻~甚大、又被大風催逼、
彼前 1: 8 你們~沒有見過他、卻是愛他

 3: 1 他們~不聽道、也可以因妻子
彼後 1:12 你們~曉得這些事、並且在你

 2:11 ~力量權能更大、還不用毀謗
猶 1: 5 你們~都知道、我卻仍要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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