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忘記 聖經(94次)

新約(7次)
福音書(1)
歷史書(0)
保羅書信(1)

馬太福音(0)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1)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0)
羅馬書(0) 哥林多前書(0) 哥林多後書(0) 加拉太書(0) 以弗所書(0) 腓立比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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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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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5) 希伯來書(3) 雅各書(0) 彼得前書(0) 彼得後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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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歷史書(4)

預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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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紀(0) 出埃及記(0) 利未記(0) 民數記(0) 申命記(10)
舊約(87次)

以賽亞書(12) 耶利米書(12) 耶利米哀歌(3) 以西結書(1)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4) 何西阿書(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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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詩歌智慧書(41) 約伯記(6) 詩篇(29) 箴言(4) 傳道書(2) 雅歌(0)

申 4: 9 免得~你親眼所看見的事、又
 4:23 免得~耶和華你們　神與你們
 4:31 也不~他起誓與你列祖所立的
 6:12 免得你~將你從埃及地為奴之
 8:11 免得~耶和華你的　神、不守
 8:14 ~耶和華你的　神、就是將你
 8:19 你若~耶和華你的　神、隨從
25:19 號、從天下塗抹了．不可~。
26:13 令我都沒有違背、也沒有~。
32:18 生你的磐石、~產你的　神。
士 3: 7 ~耶和華他們的　神、去事奉
撒上12: 9 他們卻~耶和華他們的　神、
王下17:38 華與你們所立的約你們不可~
斯 9:28 掉．在他們後裔中也不可~。
伯 8:13 凡~　神的人、景況也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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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斷絕、我的密友、都~我。
24:20 要~他．蟲子要吃他、覺得甘
36:24 你不可~稱讚他所行的為大、
詩 9:12 屈的人、不~困苦人的哀求。
 9:17 就是~　神的外邦人、都必歸
10:11 　神竟~了．他掩面、永不觀
10:12 求你舉手．不要~困苦人。
13: 1 你~我要到幾時呢．要到永遠
31:12 我被人~、如同死人、無人記
42: 9 你為何~我呢．我為何因仇敵
44:17 我們卻沒有~你、也沒有違背
50:22 你們~　神的、要思想這事、
59:11 恐怕我的民~．主阿、你是我
74:19 不要永遠~你困苦人的性命。
74:23 不要~你敵人的聲音．那起來
77: 9 難道　神~開恩．因發怒就止
78: 7 不~　神的作為．惟要守他的
78:11 又~他所行的、和他顯給他們
88:12 的公義豈能在~之地被知道麼
102: 4 如草枯乾、甚至我~吃飯。
103: 2 和華、不可~他的一切恩惠。
119:16 律例中自樂．我不~你的話。
119:61 繞我．我卻沒有~你的律法。
119:83 薰的皮袋．卻不~你的律例。
119:93 我永不~你的訓詞．因你用這

119:109險之中、我卻不~你的律法。
119:139火燒、因我敵人~你的言語。
119:141被人藐視．卻不~你的訓詞。
119:153搭救我．因我不~你的律法。
119:176找僕人．因我不~你的命令。
137: 5 我若~你、情願我的右手忘記
137: 5 記你、情願我的右手~技巧。
箴 3: 1 不要~我的法則．〔或作指教
 4: 5 不可~、也不可偏離我口中的
31: 5 恐怕喝了就~律例、顛倒一切
31: 7 就~他的貧窮、不再記念他的
傳 2:16 因為日後都被~．可歎智慧人
 8:10 在城中被人~．這也是虛空。
賽17:10 因你~救你的　神、不記念你
23:15 到那時推羅必被~七十年、照
23:16 你這被~的妓女阿、拿琴周流
44:21 的僕人、我造就你必不~你。
49:14 耶和華離棄了我、主~了我。
49:15 婦人焉能~他吃奶的嬰孩、不
49:15 即或有~的、我卻不忘記你。
49:15 即或有忘記的、我卻不~你。
51:13 卻~鋪張諸天、立定地基、創
54: 4 你必~幼年的羞愧、不再記念
65:11 ~我的聖山、給時運擺筵席、
65:16 因為從前的患難已經~、也從
耶 2:32 處女豈能~他的妝飾呢、新婦
 2:32 新婦豈能~他的美衣呢．我的
 2:32 百姓、卻~了我無數的日子。
 3:21 之道、~耶和華他們的　神。
13:25 因為你~我、倚靠虛假。〔或
18:15 我的百姓竟~我、向假神燒香
20:11 就是受永不~的羞辱、因為他
23:27 想要使我的百姓~我的名、正
23:27 他們列祖因巴力~我的名一樣
23:39 所以我必全然~你們、將你們
23:40 恥、臨到你們、是不能~的。
30:14 你所親愛的都~你、不來探問
哀 2: 6 在錫安都被~、又在怒氣的憤
 3:17 你使我遠離平安．我~好處。
 5:20 你為何永遠~我們、為何許久
結23:35 因你~我、將我丟在背後、所
何 2:13 卻~我．這是耶和華說的。

 4: 6 的律法、我也必~你的兒女。
 8:14 以色列~造他的主、建造宮殿
13: 6 既得飽足心就高傲、~了我。
路12: 6 但在　神面前、一個也不~。
腓 3:13 事、就是~背後努力面前的、
來 6:10 竟~你們所作的工、和你們為
13: 2 不可~用愛心接待客旅．因為
13:16 只是不可~行善、和捐輸的事

彼後 3: 5 他們故意~、從太古憑　神的
 3: 8 有一件事你們不可~、就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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