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 聖經(101次)

新約(15次)
福音書(6)
歷史書(5)
保羅書信(4)

馬太福音(1) 馬可福音(1) 路加福音(4)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5)
羅馬書(3) 哥林多前書(1) 哥林多後書(0) 加拉太書(0) 以弗所書(0) 腓立比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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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xiàng

普通書信(0) 希伯來書(0) 雅各書(0) 彼得前書(0) 彼得後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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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歷史書(17)

預言書(0)

約書亞記(2) 士師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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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歷代
志上(0) 歷代志下(4) 以斯拉記(1) 尼希米記(4) 以斯帖記(0)

創世紀(8) 出埃及記(6) 利未記(1) 民數記(0) 申命記(7)
舊約(86次)

以賽亞書(8) 耶利米書(12) 耶利米哀歌(2) 以西結書(2) 但以理書(3)
小先知書(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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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那鴻書(1) 哈巴穀

書(1)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27)
詩歌智慧書(16) 約伯記(4) 詩篇(2) 箴言(6) 傳道書(0) 雅歌(4)

創27:16 各的手上、和頸~的光滑處．
27:40 必從你頸~上掙開他的軛。
33: 4 又摟著他的頸~與他親嘴、兩
41:42 衣、把金鍊戴在他的頸~上。
45:14 伏在他兄弟便雅憫的頸~上哭
45:14 便雅憫也在他的頸~上哭。
46:29 就伏在父親的頸~上、哭了許
49: 8 你手必掐住仇敵的頸~、你父
出13:13 就要打折他的頸~．凡你兒子
32: 9 看這百姓真是硬著頸~的百姓
33: 3 因為你們是硬著頸~的百姓、
33: 5 你們是硬著頸~的百姓、我若
34: 9 因為這是硬著頸~的百姓．又
34:20 就要打折他的頸~。凡頭生的
利 5: 8 從鳥的頸~上揪下頭來、只是
申 9: 6 義、你本是硬著頸~的百姓。
 9:13 我看這百姓是硬著頸~的百姓
10:16 污穢除掉。不可再硬著頸~．
21: 4 在谷中打折母牛犢的頸~。
21: 6 在所打折頸~的母牛犢以上洗
28:48 他必把鐵軛加在你的頸~上、
31:27 是硬著頸~的、我今日還活著
書10:24 把腳踏在這些王的頸~上。他
10:24 把腳踏在這些王的頸~上。
士 5:30 乃是披在被擄之人頸~上的。
 8:21 奪獲他們駱駝~上戴的月牙圈
 8:26 衣服、並駱駝~上的金鍊子。

撒上 4:18 在門旁折斷頸~而死、因為他
王下 6:31 的兒子以利沙的頭仍在他~上

17:14 竟硬著頸~、效法他們列祖、
代下24: 6 與以色列會眾所定的捐~、你

24: 9 以色列人的捐~給耶和華送來
30: 8 現在不要像你們列祖硬著頸~
36:13 強~硬心、不歸服耶和華以色
拉 6: 8 就是從河西的款~中、急速撥
尼 3: 5 主的工作。〔肩原文作頸~〕
 9:16 硬著頸~不聽從你的誡命、
 9:17 竟硬著頸~、居心背逆自立首
 9:29 肩頭、硬著頸~、不肯聽從。
伯15:26 挺著頸~、用盾牌的厚凸面、
16:12 掐住我的頸~、把我摔碎、又
39:19 他頸~上挓莎的鬃、是你給他

41:22 他頸~中存著勁力、在他面前
詩73: 6 驕傲如鏈子戴在他們的~上．
75: 5 角高舉．不要挺著頸~說話。
箴 1: 9 頭上的華冠、你~上的金鍊。
 3: 3 要繫在你頸~上、刻在你心版
 3:22 必作你的生命、頸~的美飾。
 6:21 常繫在你心上、挂在你~上。
10:16 惡人的進~致死。〔死原文作
29: 1 仍然硬著頸~．他必頃刻敗壞
歌 1:10 你的頸~、因珠串而華麗。
 4: 4 你的頸~好像大衛建造收藏軍
 4: 9 用你~上的一條金鍊、奪了我
 7: 4 你的頸~如象牙臺．你的眼目
賽 3:16 行走挺~、賣弄眼目、俏步徐
 8: 8 直到頸~．以馬內利阿、他展
10:27 他的軛必離開你的頸~．那軛
23: 3 是推羅的進~．他作列國的大
30:28 直漲到頸~、要用毀滅的篩籮
48: 4 你的頸~是鐵的、你的額是銅
52: 2 女子〕要解開你頸~的鎖鍊。
66: 3 獻羊羔好像打折狗~．獻供物
耶 7:26 竟硬著頸~行惡、比你們列祖
17:23 竟硬著頸~不聽、不受教訓。
19:15 因為他們硬著頸~、不聽我的
27: 2 索與軛、加在自己的頸~上．
27: 8 也不把頸~放在巴比倫王的軛
27:11 那一邦肯把頸~放在巴比倫王
27:12 要把你們的頸~放在巴比倫王
28:10 先知耶利米頸~上的軛取下來
28:11 我必照樣從列國人的頸~上、
28:12 先知耶利米頸~上的軛折斷以
28:14 已將鐵軛加在這些國的頸~上
30: 8 我必從你頸~上折斷仇敵的軛
哀 1:14 猶如軛繩縛在我頸~上．他使
 5: 5 到了我們的頸~上．我們疲乏
結16:11 你手上、將金鍊戴在你~上。
21:29 你倒在受死傷之惡人的頸~上
但 5: 7 ~帶金鍊、在我國中位列第三
 5:16 ~戴金鍊、在我國中位列第三
 5:29 把金鍊給他戴在頸~上、又傳
何10:11 我卻將軛加在牠肥美的頸~上
彌 2: 3 這禍在你們的頸~上不能解脫

鴻 1:13 在我必從你頸~上折斷他的軛
哈 3:13 作根基〕直到頸~。〔細拉〕
太18: 6 如把大磨石拴在這人的頸~上
可 9:42 如把大磨石拴在這人的頸~上
路15:20 跑去抱著他的頸~、連連與他
17: 2 就是把磨石拴在這人的頸~上
21: 1 看、見財主把捐~投在庫裏。
21: 4 拿出來投在捐~裏．但這寡婦
徒 7:51 你們這硬著頸~、心與耳未受
11:30 把捐~託巴拿巴和掃羅、送到
15:10 的軛、放在門徒的頸~上呢。
20:37 抱著保羅的頸~、和他親嘴。
24:17 賙濟本國的捐~和供獻的物上
羅15:26 和亞該亞人樂意湊出捐~、給
15:31 也叫我為耶路撒冷所辦的捐~
16: 4 將自己的頸~、置之度外．不

林前16: 2 人要照自己的進~抽出來留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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