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替 聖經(105次)

新約(23次)
福音書(5)
歷史書(1)
保羅書信(13)

馬太福音(1)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0) 約翰福音(4)
使徒行傳(1)
羅馬書(5) 哥林多前書(0) 哥林多後書(5) 加拉太書(0) 以弗所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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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 t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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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法書(23)
歷史書(24)

預言書(0)

約書亞記(1) 士師記(1)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2) 撒母耳記下(5) 列王記上(8) 列王記下(2) 歷代
志上(2) 歷代志下(1)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2)

創世紀(5) 出埃及記(4) 利未記(1) 民數記(11) 申命記(2)
舊約(82次)

以賽亞書(19) 耶利米書(2)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4)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1) 何西阿書(1) 約珥書(0) 阿摩司書(0)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0)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25)
詩歌智慧書(9) 約伯記(3) 詩篇(2) 箴言(3) 傳道書(1) 雅歌(0)

創 4:25 另給我立了一個兒子代~亞伯
22:13 獻為燔祭、代~他的兒子。
30: 2 　神、我豈能代~他作主呢。
44:33 ~這童子作我主的奴僕、叫童
50:19 要害怕、我豈能代~　神呢。
出 4:16 他要~你對百姓說話、你要以
 7: 1 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　神、
 7: 1 你的哥哥亞倫是~你說話的。
18:19 你要~百姓到　神面前、將案
利14:42 代~那挖出來的石頭．要另用
民 3: 7 ~他和會眾在會幕前守所吩咐
 3:12 代~以色列人一切頭生的．利
 3:38 ~以色列人守耶和華所吩咐的
 3:41 代~以色列人所有頭生的、也
 3:41 未人的牲畜代~以色列所有頭
 3:45 揀選利未人代~以色列人所有
 3:45 未人的牲畜代~以色列人的牲
 8:16 是代~以色列人中一切頭生的
 8:18 揀選利未人代~以色列人中一
16: 9 並站在會眾面前~他們當差。
35:31 不可收贖價代~他的命他必被
申30:12 誰~我們上天取下來、使我們
30:13 誰~我們過海取了來、使我們
書 2:14 我們情願~你們死．耶和華將
士15: 2 麗麼、你可以娶來代~他吧。
撒上 2:20 代~你從耶和華求來的孩子．

19: 4 單向他父親掃羅~大衛說好話
撒下 3:12 ~他說、這國歸誰呢．又說、

14:32 ~我說．我為何從基述回來呢
17:25 沙龍立亞瑪撒作元帥代~約押
18:33 我恨不得~你死．押沙龍阿、
19:13 我若不立你~約押常作元帥、

王上 2:22 為何單~他求書念的女子亞比
 2:35 代~約押．又使祭司撒督代替
 2:35 又使祭司撒督代~亞比亞他。
14:27 安王製造銅盾牌代~那金盾牌
20:24 諸王革去、派軍長代~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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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就得了撒
24:17 雅斤的叔叔瑪探雅代~他作王

代上26:17 有兩個、又有兩個輪班~換。
27: 1 按月輪流、~換出入服事王。

代下12:10 安王製造銅盾牌代~那金盾牌
斯 2: 4 代~瓦實提．王以這事為美、
 2:17 立他為王后、代~瓦實提．
伯31:40 願這地長蒺藜代~麥子、長惡
31:40 長惡草代~大麥．約伯的話說
34:24 力的人、設立別人代~他們。
詩16: 4 以別神代~耶和華的、〔或作
49: 7 也不能~他將贖價給　神、
箴 6: 1 若為朋友作保、~外人擊掌、
11: 8 脫離患難、有惡人來代~他。
21:18 的贖價．奸詐人代~正直人。
傳 4:15 就是起來代~老王的少年人。
賽 3:24 必有臭爛代~馨香、繩子代替
 3:24 繩子代~腰帶、光禿代替美髮
 3:24 光禿代~美髮、麻衣繫腰代替
 3:24 麻衣繫腰代~華服、烙傷代替
 3:24 腰代替華服、烙傷代~美容。
43: 3 贖價、使古實和西巴代~你。
43: 4 所以我使人代~你、使列邦人
43: 4 你、使列邦人~換你的生命。
55:13 松樹長出代~荊棘．番石榴長
55:13 番石榴長出代~蒺藜．這要為
60:17 我要拿金子代~銅、拿銀子代
60:17 拿銀子代~鐵、拿銅代替木頭
60:17 拿銅代~木頭、拿鐵代替石頭
60:17 拿鐵代~石頭．並要以和平為
61: 3 代~灰塵、喜樂油、代替悲哀
61: 3 代~悲哀、讚美衣、代替憂傷
61: 3 代~憂傷之靈．使他們稱為公
61: 7 代~所受的羞辱．分中所得的
61: 7 必代~所受的凌辱．在境內必
耶29:26 代~祭司耶何耶大、使耶和華
37: 1 兒子西底家代~約雅敬的兒子
結 3:17 我口中的話、~我警戒他們。
 4:15 我給你牛糞代~人糞、你要將
33: 7 我口中的話、~我警戒他們。
44: 8 派別人在聖地~你們看守我所
何14: 2 們就把嘴唇的祭代~牛犢獻上
太 8:17 他代~我們的軟弱、擔當我們
約11:50 獨不想一個人~百姓死、免得

11:51 所以預言耶穌將要~這一國死
11:52 也不但~這一國死、並要將
18:14 一個人~百姓死是有益的那位
徒21:24 ~他們拿出規費、叫他們得以
羅 8:26 不出來的歎息、~我們禱告。
 8:27 靈照著　神的旨意~聖徒祈求
 8:34 也~我們祈求。〔有基督云云
 8:34 　神的右邊也~我們祈求的基
14:15 基督已經~他死、你不可因你

林後 5:14 因我們想一人既~眾人死、眾
 5:15 並且他~眾人死、是叫那些活
 5:15 乃為~他們死而復活的主活。
 5:20 我們~基督求你們與　神和好
 5:21 ~我們成為罪．好叫我們在他
弗 3: 1 ~你們祈禱．〔此句乃照對十
帖前 5:10 他~我們死、叫我們無論醒著
門 1:13 福音所受的捆鎖中~你伺候我
來 5: 1 是奉派~人辦理屬　神的事、
 7:25 他是長遠活著、~他們祈求。

彼前 3:18 就是義的代~不義的、為要引
約參 1:15 請你~我按著姓名問眾位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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