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索 聖經(105次)

新約(9次)
福音書(3)
歷史書(2)
保羅書信(4)

馬太福音(1)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2)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2)
羅馬書(1) 哥林多前書(3) 哥林多後書(0) 加拉太書(0) 以弗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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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腓利門書(0)

索 suǒ

普通書信(0) 希伯來書(0) 雅各書(0) 彼得前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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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律法書(4)
歷史書(25)

預言書(0)

約書亞記(0) 士師記(1)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10) 撒母耳記下(4) 列王記上(5) 列王記下(2) 歷
代志上(1) 歷代志下(0)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2) 以斯帖記(0)

創世紀(1) 出埃及記(1) 利未記(0) 民數記(0) 申命記(2)
舊約(96次)

以賽亞書(8) 耶利米書(20)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3)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5) 何西阿書(1) 約珥書(0) 阿摩司書(1)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0) 那鴻書(1)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2)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31)
詩歌智慧書(31) 約伯記(9) 詩篇(18) 箴言(3) 傳道書(1) 雅歌(0)

創31:39 被偷去的、你都向我~要。
出 4:19 因為尋~你命的人都死了。
申28:29 你必在午間摸~、好像瞎子在
28:29 好像瞎子在暗中摸~一樣．你
士16:21 用銅鍊拘~他．他就在監裏推
撒上20: 1 麼罪、他竟尋~我的性命呢。

22:23 因為尋~你命的、就是尋索我
22:23 就是尋~我的命．你在我這裏
23:14 掃羅天天尋~大衛、　神卻不
23:15 大衛知道掃羅出來尋~他的命
24: 2 去、尋~大衛和跟隨他的人。
25:29 尋~你的性命、你的性命卻在
26: 2 的曠野、要在那裏尋~大衛。
27: 1 不再尋~我．這樣我可以脫離
27: 4 迦特．掃羅就不再尋~他了。

撒下 4: 8 曾尋~王的性命、看哪、這是
 5:17 非利士眾人就上來尋~大衛．
16:11 尚且尋~我的性命、何況這便
22: 6 陰間的繩~纏繞我．死亡的網

王上 7:17 和擰成的鍊~、每頂七個。
19:10 個人、他們還要尋~我的命。
19:14 個人、他們還要尋~我的命。
20:31 頭套繩~、出去投降以色列王
20:32 頭套繩~、去見以色列王、說

王下15:20 向以色列一切大富戶~要銀子
23:35 ~要金銀、好給法老尼哥。

代上14: 8 非利士眾人就上來尋~大衛．
尼 5:12 不再向他們~要、必照你的話
 5:15 每日~要糧食和酒、並銀子四
伯 3: 5 願黑暗和死蔭~取那日．願密
 4:21 他帳棚的繩~、豈不從中抽出
 5:14 黑暗、午間摸~、如在夜間。
12:25 在黑暗中摸~、又使他們東倒
18: 2 你尋~言語要到幾時呢．你可
30:11 鬆開他們的繩~苦待我、在我
36: 8 鍊捆住、被苦難的繩~纏住．
39: 5 去自由．誰解開快驢的繩~。
41: 2 你能用繩~穿他的鼻子麼、能
詩 2: 3 們的捆綁、脫去他們的繩~。
18: 4 曾有死亡的繩~纏繞我．匪類
18: 5 陰間的繩~纏繞我．死亡的網
35: 4 願那尋~我命的、蒙羞受辱．

38:12 那尋~我命的、設下網羅．那
54: 3 強暴人尋~我的命．他們眼中
63: 9 但那些尋~要滅我命的人、必
70: 2 願那些尋~我命的、抱愧蒙羞
73:16 我思~怎能明白這事、眼看實
86:14 又有一黨強橫的人尋~我的命
89:22 仇敵必不勒~他、凶惡之子、
107:14 他們出來、折斷他們的綁~。
116: 3 死亡的繩~纏繞我、陰間的痛
116:16 兒子．你已經解開我的綁~。
118:27 理當用繩~把祭牲拴住、牽到
119:61 惡人的繩~纏繞我．我卻沒有
129: 4 義的．他砍斷了惡人的繩~。
140: 5 驕傲人為我暗設網羅和繩~．
箴 5:22 他必被自己的罪惡如繩~纏繞
29: 4 堅定．~要賄賂、使國傾敗。
29:10 完全人、~取正直人的性命。
傳 7: 7 勒~使智慧人變為愚妄．賄賂
賽16: 4 勒~人的歸於無有、毀滅的事
28:22 恐怕捆你們的綁~更結實了．
33:20 不拔出、繩~一根也不折斷。
33:23 你的繩~鬆開．不能栽穩桅杆
41:22 好叫我們思~、得知事的結局
58: 6 解下軛上的~、使被欺壓的得
59:10 我們摸~牆壁、好像瞎子．我
59:10 我們摸~、如同無目之人．我
耶 2:20 解開你的繩~、你說、我必不
 2:20 軛解開你的繩~你就說我必不
 4:30 藐視你、並且尋~你的性命。
 5: 5 人齊心將軛折斷、掙開繩~。
10:20 我的繩~折斷。我的兒女離我
11:21 耶和華論到尋~你命的亞拿突
19: 7 並尋~其命的人手下．他們的
19: 9 就是仇敵和尋~其命的人窘迫
21: 7 並尋~其命的人手中．巴比倫
22:25 且我必將你交給尋~你命的人
27: 2 你作繩~與軛、加在自己的頸
27: 3 把繩~與軛、送到以東王、摩
30: 8 扭開他的繩~、外邦人不得再
34:20 交在仇敵和尋~其命的人手中
34:21 交在他們仇敵和尋~其命的人
38:16 不將你交在尋~你命的人手中

44:30 在他仇敵和尋~其命的人手中
44:30 在他仇敵和尋~其命的巴比倫
46:26 將他們交付尋~其命之人的手
49:37 人在仇敵和尋~其命的人面前
結 3:25 人必用繩~捆綁你、你就不能
 4: 8 我用繩~捆綁你、使你不能輾
45: 9 不再勒~我的民．這是主耶和
何11: 4 愛~牽引他們、我待他們如人
摩 5:11 向他們勒~麥子．你們用鑿過
鴻 1:13 折斷他的軛、扭開他的繩~。
亞11: 7 一根我稱為聯~．這樣、我牧
11:14 我又折斷稱為聯~的那根杖、
太23:25 裏面卻盛滿了勒~和放蕩。
路11:39 你們裏面卻滿了勒~和邪惡。
18:11 勒~、不義、姦淫、也不像這
徒27:17 就用纜~捆綁船底．又恐怕在
27:40 於是砍斷纜~、棄錨在海裏、
羅11: 3 人、他們還要尋~我的命。』
林前 5:10 勒~的、或拜偶像的、若是這

 5:11 或勒~的．這樣的人不可與他
 6:10 勒~的、都不能承受　神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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