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辖 圣经(78次)

新约(15次)
福音书(0)
历史书(0)
保罗书信(6)

马太福音(0)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0)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0)
罗马书(1) 哥林多前书(2) 哥林多后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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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帖撒罗尼迦后书(0) 提摩太前书(1) 提摩太后书(0)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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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2) 希伯来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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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犹大
书(0)
启示录(7)

律法书(12)
历史书(19)

预言书(7)

约书亚记(0) 士师记(3)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2) 撒母耳记下(2) 列王记上(0) 列王记下(1) 历代
志上(2) 历代志下(1) 以斯拉记(2) 尼希米记(4) 以斯帖记(2)

创世纪(2) 出埃及记(2) 利未记(5) 民数记(1) 申命记(2)
旧约(63次)

以赛亚书(10) 耶利米书(1)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结书(2) 但以理书(2)
小先知书(2) 何西阿书(0) 约珥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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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16)
诗歌智慧书(14) 约伯记(3) 诗篇(6) 箴言(4) 传道书(1) 雅歌(0)

创 3:16 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你。
37: 8 难道你真要管~我们么．他们
出 1:11 于是埃及人派督工的~制他们
 3: 7 们因受督工的~制所发的哀声
利25:43 不可严严地~管他．只要敬畏
25:46 列人、你们不可严严的~管。
25:53 人、买主不可严严的~管他。
26:16 ~制你们．你们也要白白的撒
26:17 恨恶你们的必~管你们．无人
民16:13 你还要自立为王~管我们么。
申15: 6 你必管~许多国民、他们却不
15: 6 多国民、他们却不能管~你。
士14: 4 那时非利士人~制以色列人。
15:11 非利士人~制我们、你不知道
15:20 当非利士人~制以色列人的时

撒上 8: 9 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他们
 8:11 管~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他必

撒下 8:18 统~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
20:23 儿子比拿雅统~基利提人和比

王下11:15 何耶大吩咐管~军兵的百夫长
代上 6: 2 歌~的儿子是暗兰、以斯哈、

18:17 儿子比拿雅统~基利提人和比
代下23:14 耶何耶大带管~军兵的百夫长
拉 9: 8 使我们在受~制之中稍微复兴
 9: 9 然而在受~制之中、我们的
尼 5:15 就是他们的仆人也~制百姓．
 9:28 使仇敌~制他们。然而他们转
 9:37 你因我们的罪所派~制我们的
 9:37 他们任意~制我们的身体、和
斯 9: 1 人的仇敌盼望~制他们的日子
 9: 1 犹大人反倒~制恨他们的人．
伯 3:19 那里．奴仆脱离主人的~制。
35: 9 因受能者的~制〔辖制原文作
35: 9 ~制原文作膀臂〕便求救、
诗19:13 不容这罪~制我．我便完全、
49:14 正直人必管~他们．他们的美
89: 9 你管~海的狂傲．波浪翻腾、
106:41 里．恨他们的人就~制他们。
109: 6 愿你派一个恶人~制他、派一
119:133稳当、不许什么罪孽~制我。
箴17: 2 必管~贻羞之子、又在众子中
19:10 宜的．何况仆人管~王子呢。

22: 7 富户管~穷人．欠债的是债主
28:15 暴虐的君王~制贫民．好像吼
传 8: 9 有时这人管~那人、令人受害
赛 3: 4 们的首领、使婴孩~管他们。
 3:12 妇女~管他们。我的百姓阿、
14: 2 们的、~制先前欺压他们的。
14: 5 断了恶人的杖、~制人的圭、
14: 6 在怒气中~制列国、行逼迫无
19: 4 强暴王必~制他们．这是主万
26:13 在你以外曾有别的主管~我们
28:14 就是~管住在耶路撒冷这百姓
41: 2 使他管~君王、把他们如灰尘
52: 5 ~制他们的人呼叫、我的名整
耶13:21 ~制你、那时你还有什么话说
哀 5: 8 奴仆~制我们．无人救我们脱
结29:15 少他们、以致不再~制列国。
34: 4 寻找．但用强暴严严的~制。
但 6:26 降旨晓谕我所统~的全国人民
11:39 使他们管~许多人、又为贿赂
珥 2:17 列邦管~他们．为何容列国的
哈 1:14 鱼、又如没有管~的爬物呢。
罗 8:21 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制
林前 6:12 那一件、我总不受他的~制。

 9:19 无人~管、然而我甘心作了众
林后 1:24 我们并不是~管你们的信心、
弗 6:12 管~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
提前 2:12 也不许他~管男人、只要沉静
来 2: 5 　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
彼前 5: 3 也不是~制所托付你们的、乃
启 2:27 他必用铁杖~管他们、〔辖管
 2:27 ~管原文作牧〕将他们如同窑
12: 5 是将来要用铁杖~管万国的．
12: 5 ~管原文作牧〕他的孩子被提
17:18 就是管~地上众王的大城。
19:15 他必用铁杖~管他们．〔辖管
19:15 ~管原文作牧〕并要踹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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