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替 圣经(105次)

新约(23次)
福音书(5)
历史书(1)
保罗书信(13)

马太福音(1)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0) 约翰福音(4)
使徒行传(1)
罗马书(5) 哥林多前书(0) 哥林多后书(5) 加拉太书(0) 以弗所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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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 t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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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法书(23)
历史书(24)

预言书(0)

约书亚记(1) 士师记(1)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2) 撒母耳记下(5) 列王记上(8) 列王记下(2) 历代
志上(2) 历代志下(1)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2)

创世纪(5) 出埃及记(4) 利未记(1) 民数记(11) 申命记(2)
旧约(82次)

以赛亚书(19) 耶利米书(2)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4)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1) 何西阿书(1) 约珥书(0) 阿摩司书(0)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0)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25)
诗歌智慧书(9) 约伯记(3) 诗篇(2) 箴言(3) 传道书(1) 雅歌(0)

创 4:25 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亚伯
22:13 献为燔祭、代~他的儿子。
30: 2 　神、我岂能代~他作主呢。
44:33 ~这童子作我主的奴仆、叫童
50:19 要害怕、我岂能代~　神呢。
出 4:16 他要~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
 7: 1 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　神、
 7: 1 你的哥哥亚伦是~你说话的。
18:19 你要~百姓到　神面前、将案
利14:42 代~那挖出来的石头．要另用
民 3: 7 ~他和会众在会幕前守所吩咐
 3:12 代~以色列人一切头生的．利
 3:38 ~以色列人守耶和华所吩咐的
 3:41 代~以色列人所有头生的、也
 3:41 未人的牲畜代~以色列所有头
 3:45 拣选利未人代~以色列人所有
 3:45 未人的牲畜代~以色列人的牲
 8:16 是代~以色列人中一切头生的
 8:18 拣选利未人代~以色列人中一
16: 9 并站在会众面前~他们当差。
35:31 不可收赎价代~他的命他必被
申30:12 谁~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
30:13 谁~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
书 2:14 我们情愿~你们死．耶和华将
士15: 2 丽么、你可以娶来代~他吧。
撒上 2:20 代~你从耶和华求来的孩子．

19: 4 单向他父亲扫罗~大卫说好话
撒下 3:12 ~他说、这国归谁呢．又说、

14:32 ~我说．我为何从基述回来呢
17:25 沙龙立亚玛撒作元帅代~约押
18:33 我恨不得~你死．押沙龙阿、
19:13 我若不立你~约押常作元帅、

王上 2:22 为何单~他求书念的女子亚比
 2:35 代~约押．又使祭司撒督代替
 2:35 又使祭司撒督代~亚比亚他。
14:27 安王制造铜盾牌代~那金盾牌
20:24 诸王革去、派军长代~他们．
20:39 你的性命必代~他的性命、不
20:42 你的命就必代~他的命、你的
20:42 命、你的民也必代~他的民。

王下17:24 代~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撒
24:17 雅斤的叔叔玛探雅代~他作王

代上26:17 有两个、又有两个轮班~换。
27: 1 按月轮流、~换出入服事王。

代下12:10 安王制造铜盾牌代~那金盾牌
斯 2: 4 代~瓦实提．王以这事为美、
 2:17 立他为王后、代~瓦实提．
伯31:40 愿这地长蒺藜代~麦子、长恶
31:40 长恶草代~大麦．约伯的话说
34:24 力的人、设立别人代~他们。
诗16: 4 以别神代~耶和华的、〔或作
49: 7 也不能~他将赎价给　神、
箴 6: 1 若为朋友作保、~外人击掌、
11: 8 脱离患难、有恶人来代~他。
21:18 的赎价．奸诈人代~正直人。
传 4:15 就是起来代~老王的少年人。
赛 3:24 必有臭烂代~馨香、绳子代替
 3:24 绳子代~腰带、光秃代替美发
 3:24 光秃代~美发、麻衣系腰代替
 3:24 麻衣系腰代~华服、烙伤代替
 3:24 腰代替华服、烙伤代~美容。
43: 3 赎价、使古实和西巴代~你。
43: 4 所以我使人代~你、使列邦人
43: 4 你、使列邦人~换你的生命。
55:13 松树长出代~荆棘．番石榴长
55:13 番石榴长出代~蒺藜．这要为
60:17 我要拿金子代~铜、拿银子代
60:17 拿银子代~铁、拿铜代替木头
60:17 拿铜代~木头、拿铁代替石头
60:17 拿铁代~石头．并要以和平为
61: 3 代~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
61: 3 代~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
61: 3 代~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
61: 7 代~所受的羞辱．分中所得的
61: 7 必代~所受的凌辱．在境内必
耶29:26 代~祭司耶何耶大、使耶和华
37: 1 儿子西底家代~约雅敬的儿子
结 3:17 我口中的话、~我警戒他们。
 4:15 我给你牛粪代~人粪、你要将
33: 7 我口中的话、~我警戒他们。
44: 8 派别人在圣地~你们看守我所
何14: 2 们就把嘴唇的祭代~牛犊献上
太 8:17 他代~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
约11:50 独不想一个人~百姓死、免得

11:51 所以预言耶稣将要~这一国死
11:52 也不但~这一国死、并要将
18:14 一个人~百姓死是有益的那位
徒21:24 ~他们拿出规费、叫他们得以
罗 8:26 不出来的叹息、~我们祷告。
 8:27 灵照着　神的旨意~圣徒祈求
 8:34 也~我们祈求。〔有基督云云
 8:34 　神的右边也~我们祈求的基
14:15 基督已经~他死、你不可因你

林后 5:14 因我们想一人既~众人死、众
 5:15 并且他~众人死、是叫那些活
 5:15 乃为~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5:20 我们~基督求你们与　神和好
 5:21 ~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
弗 3: 1 ~你们祈祷．〔此句乃照对十
帖前 5:10 他~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
门 1:13 福音所受的捆锁中~你伺候我
来 5: 1 是奉派~人办理属　神的事、
 7:25 他是长远活着、~他们祈求。

彼前 3:18 就是义的代~不义的、为要引
约叁 1:15 请你~我按着姓名问众位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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