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忘记 圣经(94次)

新约(7次)
福音书(1)
历史书(0)
保罗书信(1)

马太福音(0)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1)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0)
罗马书(0) 哥林多前书(0) 哥林多后书(0) 加拉太书(0) 以弗所书(0) 腓立比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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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希伯来书(3) 雅各书(0) 彼得前书(0) 彼得后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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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历史书(4)

预言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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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0) 出埃及记(0) 利未记(0) 民数记(0) 申命记(10)
旧约(87次)

以赛亚书(12) 耶利米书(12) 耶利米哀歌(3) 以西结书(1)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4) 何西阿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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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诗歌智慧书(41) 约伯记(6) 诗篇(29) 箴言(4) 传道书(2) 雅歌(0)

申 4: 9 免得~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
 4:23 免得~耶和华你们　神与你们
 4:31 也不~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
 6:12 免得你~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
 8:11 免得~耶和华你的　神、不守
 8:14 ~耶和华你的　神、就是将你
 8:19 你若~耶和华你的　神、随从
25:19 号、从天下涂抹了．不可~。
26:13 令我都没有违背、也没有~。
32:18 生你的磐石、~产你的　神。
士 3: 7 ~耶和华他们的　神、去事奉
撒上12: 9 他们却~耶和华他们的　神、
王下17:38 华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不可~
斯 9:28 掉．在他们后裔中也不可~。
伯 8:13 凡~　神的人、景况也是这样
 9:27 我要~我的哀情、除去我的愁
11:16 你必~你的苦楚、就是想起也
19:14 我断绝、我的密友、都~我。
24:20 要~他．虫子要吃他、觉得甘
36:24 你不可~称赞他所行的为大、
诗 9:12 屈的人、不~困苦人的哀求。
 9:17 就是~　神的外邦人、都必归
10:11 　神竟~了．他掩面、永不观
10:12 求你举手．不要~困苦人。
13: 1 你~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
31:12 我被人~、如同死人、无人记
42: 9 你为何~我呢．我为何因仇敌
44:17 我们却没有~你、也没有违背
50:22 你们~　神的、要思想这事、
59:11 恐怕我的民~．主阿、你是我
74:19 不要永远~你困苦人的性命。
74:23 不要~你敌人的声音．那起来
77: 9 难道　神~开恩．因发怒就止
78: 7 不~　神的作为．惟要守他的
78:11 又~他所行的、和他显给他们
88:12 的公义岂能在~之地被知道么
102: 4 如草枯干、甚至我~吃饭。
103: 2 和华、不可~他的一切恩惠。
119:16 律例中自乐．我不~你的话。
119:61 绕我．我却没有~你的律法。
119:83 薰的皮袋．却不~你的律例。
119:93 我永不~你的训词．因你用这

119:109险之中、我却不~你的律法。
119:139火烧、因我敌人~你的言语。
119:141被人藐视．却不~你的训词。
119:153搭救我．因我不~你的律法。
119:176找仆人．因我不~你的命令。
137: 5 我若~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
137: 5 记你、情愿我的右手~技巧。
箴 3: 1 不要~我的法则．〔或作指教
 4: 5 不可~、也不可偏离我口中的
31: 5 恐怕喝了就~律例、颠倒一切
31: 7 就~他的贫穷、不再记念他的
传 2:16 因为日后都被~．可叹智慧人
 8:10 在城中被人~．这也是虚空。
赛17:10 因你~救你的　神、不记念你
23:15 到那时推罗必被~七十年、照
23:16 你这被~的妓女阿、拿琴周流
44:21 的仆人、我造就你必不~你。
49:14 耶和华离弃了我、主~了我。
49:15 妇人焉能~他吃奶的婴孩、不
49:15 即或有~的、我却不忘记你。
49:15 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你。
51:13 却~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
54: 4 你必~幼年的羞愧、不再记念
65:11 ~我的圣山、给时运摆筵席、
65:16 因为从前的患难已经~、也从
耶 2:32 处女岂能~他的妆饰呢、新妇
 2:32 新妇岂能~他的美衣呢．我的
 2:32 百姓、却~了我无数的日子。
 3:21 之道、~耶和华他们的　神。
13:25 因为你~我、倚靠虚假。〔或
18:15 我的百姓竟~我、向假神烧香
20:11 就是受永不~的羞辱、因为他
23:27 想要使我的百姓~我的名、正
23:27 他们列祖因巴力~我的名一样
23:39 所以我必全然~你们、将你们
23:40 耻、临到你们、是不能~的。
30:14 你所亲爱的都~你、不来探问
哀 2: 6 在锡安都被~、又在怒气的愤
 3:17 你使我远离平安．我~好处。
 5:20 你为何永远~我们、为何许久
结23:35 因你~我、将我丢在背后、所
何 2:13 却~我．这是耶和华说的。

 4: 6 的律法、我也必~你的儿女。
 8:14 以色列~造他的主、建造宫殿
13: 6 既得饱足心就高傲、~了我。
路12: 6 但在　神面前、一个也不~。
腓 3:13 事、就是~背后努力面前的、
来 6:10 竟~你们所作的工、和你们为
13: 2 不可~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
13:16 只是不可~行善、和捐输的事

彼后 3: 5 他们故意~、从太古凭　神的
 3: 8 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就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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