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索 圣经(105次)

新约(9次)
福音书(3)
历史书(2)
保罗书信(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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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法书(4)
历史书(25)

预言书(0)

约书亚记(0) 士师记(1)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10) 撒母耳记下(4) 列王记上(5) 列王记下(2) 历
代志上(1) 历代志下(0)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2) 以斯帖记(0)

创世纪(1) 出埃及记(1) 利未记(0) 民数记(0) 申命记(2)
旧约(96次)

以赛亚书(8) 耶利米书(20)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3)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5) 何西阿书(1) 约珥书(0) 阿摩司书(1)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0) 那鸿书(1)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2)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31)
诗歌智慧书(31) 约伯记(9) 诗篇(18) 箴言(3) 传道书(1) 雅歌(0)

创31:39 被偷去的、你都向我~要。
出 4:19 因为寻~你命的人都死了。
申28:29 你必在午间摸~、好像瞎子在
28:29 好像瞎子在暗中摸~一样．你
士16:21 用铜链拘~他．他就在监里推
撒上20: 1 么罪、他竟寻~我的性命呢。

22:23 因为寻~你命的、就是寻索我
22:23 就是寻~我的命．你在我这里
23:14 扫罗天天寻~大卫、　神却不
23:15 大卫知道扫罗出来寻~他的命
24: 2 去、寻~大卫和跟随他的人。
25:29 寻~你的性命、你的性命却在
26: 2 的旷野、要在那里寻~大卫。
27: 1 不再寻~我．这样我可以脱离
27: 4 迦特．扫罗就不再寻~他了。

撒下 4: 8 曾寻~王的性命、看哪、这是
 5:17 非利士众人就上来寻~大卫．
16:11 尚且寻~我的性命、何况这便
22: 6 阴间的绳~缠绕我．死亡的网

王上 7:17 和拧成的链~、每顶七个。
19:10 个人、他们还要寻~我的命。
19:14 个人、他们还要寻~我的命。
20:31 头套绳~、出去投降以色列王
20:32 头套绳~、去见以色列王、说

王下15:20 向以色列一切大富户~要银子
23:35 ~要金银、好给法老尼哥。

代上14: 8 非利士众人就上来寻~大卫．
尼 5:12 不再向他们~要、必照你的话
 5:15 每日~要粮食和酒、并银子四
伯 3: 5 愿黑暗和死荫~取那日．愿密
 4:21 他帐棚的绳~、岂不从中抽出
 5:14 黑暗、午间摸~、如在夜间。
12:25 在黑暗中摸~、又使他们东倒
18: 2 你寻~言语要到几时呢．你可
30:11 松开他们的绳~苦待我、在我
36: 8 链捆住、被苦难的绳~缠住．
39: 5 去自由．谁解开快驴的绳~。
41: 2 你能用绳~穿他的鼻子么、能
诗 2: 3 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
18: 4 曾有死亡的绳~缠绕我．匪类
18: 5 阴间的绳~缠绕我．死亡的网
35: 4 愿那寻~我命的、蒙羞受辱．

38:12 那寻~我命的、设下网罗．那
54: 3 强暴人寻~我的命．他们眼中
63: 9 但那些寻~要灭我命的人、必
70: 2 愿那些寻~我命的、抱愧蒙羞
73:16 我思~怎能明白这事、眼看实
86:14 又有一党强横的人寻~我的命
89:22 仇敌必不勒~他、凶恶之子、
107:14 他们出来、折断他们的绑~。
116: 3 死亡的绳~缠绕我、阴间的痛
116:16 儿子．你已经解开我的绑~。
118:27 理当用绳~把祭牲拴住、牵到
119:61 恶人的绳~缠绕我．我却没有
129: 4 义的．他砍断了恶人的绳~。
140: 5 骄傲人为我暗设网罗和绳~．
箴 5:22 他必被自己的罪恶如绳~缠绕
29: 4 坚定．~要贿赂、使国倾败。
29:10 完全人、~取正直人的性命。
传 7: 7 勒~使智慧人变为愚妄．贿赂
赛16: 4 勒~人的归于无有、毁灭的事
28:22 恐怕捆你们的绑~更结实了．
33:20 不拔出、绳~一根也不折断。
33:23 你的绳~松开．不能栽稳桅杆
41:22 好叫我们思~、得知事的结局
58: 6 解下轭上的~、使被欺压的得
59:10 我们摸~墙壁、好像瞎子．我
59:10 我们摸~、如同无目之人．我
耶 2:20 解开你的绳~、你说、我必不
 2:20 轭解开你的绳~你就说我必不
 4:30 藐视你、并且寻~你的性命。
 5: 5 人齐心将轭折断、挣开绳~。
10:20 我的绳~折断。我的儿女离我
11:21 耶和华论到寻~你命的亚拿突
19: 7 并寻~其命的人手下．他们的
19: 9 就是仇敌和寻~其命的人窘迫
21: 7 并寻~其命的人手中．巴比伦
22:25 且我必将你交给寻~你命的人
27: 2 你作绳~与轭、加在自己的颈
27: 3 把绳~与轭、送到以东王、摩
30: 8 扭开他的绳~、外邦人不得再
34:20 交在仇敌和寻~其命的人手中
34:21 交在他们仇敌和寻~其命的人
38:16 不将你交在寻~你命的人手中

44:30 在他仇敌和寻~其命的人手中
44:30 在他仇敌和寻~其命的巴比伦
46:26 将他们交付寻~其命之人的手
49:37 人在仇敌和寻~其命的人面前
结 3:25 人必用绳~捆绑你、你就不能
 4: 8 我用绳~捆绑你、使你不能辗
45: 9 不再勒~我的民．这是主耶和
何11: 4 爱~牵引他们、我待他们如人
摩 5:11 向他们勒~麦子．你们用凿过
鸿 1:13 折断他的轭、扭开他的绳~。
亚11: 7 一根我称为联~．这样、我牧
11:14 我又折断称为联~的那根杖、
太23:25 里面却盛满了勒~和放荡。
路11:39 你们里面却满了勒~和邪恶。
18:11 勒~、不义、奸淫、也不像这
徒27:17 就用缆~捆绑船底．又恐怕在
27:40 于是砍断缆~、弃锚在海里、
罗11: 3 人、他们还要寻~我的命。』
林前 5:10 勒~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

 5:11 或勒~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
 6:10 勒~的、都不能承受　神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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