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前 圣经(110次)

新约(30次)
福音书(10)
历史书(1)
保罗书信(8)

马太福音(4) 马可福音(1) 路加福音(2) 约翰福音(3)
使徒行传(1)
罗马书(2) 哥林多前书(2) 哥林多后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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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前 xiān qián

普通书信(6) 希伯来书(3) 雅各书(2) 彼得前书(0) 彼得后书(1) 约翰壹书(0)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0)
启示录(5)

律法书(24)
历史书(20)

预言书(5)

约书亚记(1) 士师记(0) 路得记(1) 撒母耳记上(3) 撒母耳记下(1) 列王记上(6) 列王记下(6) 历代
志上(1) 历代志下(1)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0)

创世纪(7) 出埃及记(4) 利未记(0) 民数记(3) 申命记(10)
旧约(80次)

以赛亚书(7) 耶利米书(4) 耶利米哀歌(3) 以西结书(11) 但以理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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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1)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30)
诗歌智慧书(4) 约伯记(2) 诗篇(0) 箴言(0) 传道书(2) 雅歌(0)

创21: 1 耶和华按着~的话、眷顾撒拉
32:10 我~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但河
40:13 手中、和~作他的酒政一样。
41:21 那丑陋的样子仍旧和~一样．
41:30 甚至埃及地都忘了~的丰收、
41:31 甚大、便不觉得~的丰收了。
43:22 不知道~谁把银子放在我们的
出 5:13 完一天的工、与~有草一样。
17: 5 你手里拿着你~击打河水的杖
34: 1 和~你摔碎的那版一样．其上
34: 4 和~的一样．清晨起来、照耶
民 6:12 但~的日子要归徒然、因为他
22:15 遣使臣、比~的又多又尊贵。
32: 8 我~从加低斯巴尼亚打发你们
申 2:10 ~、有以米人住在那里、民数
 2:12 ~、何利人也住在西珥、但以
 2:20 ~、利乏音人住在那里、亚扪
 2:23 将~住在乡村直到迦萨的亚卫
10: 1 和~的一样、上山到我这里来
10: 2 你~摔碎的那版、其上的字我
10: 3 又凿出两块石版和~的一样、
10: 4 照~所写的、写在这版上、将
28:62 你们~虽然像天上的星那样多
28:63 ~耶和华怎样喜悦善待你们、
书 8:33 如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的
得 3:10 你末后的恩比~更大、因为少
撒上17:27 百姓照~的话回答他说、有人

17:30 照~的话而问．百姓仍照先前
17:30 问．百姓仍照~的话回答他。

撒下13:15 比~爱他的心更甚．对他说、
王上 9: 2 如~在基遍向他显现一样。

 9:16 ~埃及王法老上来攻取基色、
11:15 ~大卫攻击以东、元帅约押上
11:23 他~逃避主人琐巴王哈大底谢
11:27 乃由~所罗门建造米罗、修补
12: 2 儿子耶罗波安~躲避所罗门王

王下 5: 2 ~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
14:28 收回大马色和~属犹大的哈马
17:34 们直到如今仍照~的风俗去行
17:40 不听从、仍照~的风俗去行。
21:11 比~亚摩利人所行的更甚、使
23:17 ~有神人从犹大来、预先说王

代上15:13 因你们~没有抬这约柜、按定
代下10: 2 儿子耶罗波安~躲避所罗门王
伯33:21 ~不见的骨头、都凸出来。
42:12 比~更多．他有一万四千羊、
传 6:10 ~所有的、早已起了名．并知
 7:10 ~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是
赛14: 2 也要掳掠~掳掠他们的、辖制
14: 2 他们的、辖制~欺压他们的。
41:22 说明~的是什么事、好叫我们
41:26 谁从~说明、使我们说他不错
42: 9 ~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将新
43: 9 并将~的事说给我们听呢．他
61: 4 建立~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
耶 7:12 就是我~立为我名的居所、察
13:20 ~赐给你的群众、就是你佳美
31:28 我~怎样留意将他们拔出、拆
49: 2 ~得以色列地为业的、此时以
哀 1: 1 ~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
 1: 1 ~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竟如
 1: 1 ~在诸省中为王后的、现在成
结19:10 你的母亲~如葡萄树、极其茂
21:26 景况必不再像~．要使卑者升
23:18 疏、像~与他姐姐生疏一样。
36:11 并要赐福与你比~更多．你就
36:35 这~为荒废之地、现在成如伊
40:24 又照~的尺寸、量门洞的柱子
40:28 内院、就照~的尺寸量南门．
40:29 都照~的尺寸．门洞两旁与廊
40:32 东面、就照~的尺寸量东门．
40:33 都照~的尺寸、门洞两旁与廊
40:35 北门、就照~的尺寸量那门．
但 7: 8 ~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
 7:24 与~的不同、他必制伏三王。
 8: 1 我但以理是在~所见的异象之
 9:21 ~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
11:13 比~的更多、满了所定的年数
珥 2:23 就是秋雨、春雨、和~一样。
该 2: 9 必大过~的荣耀．在这地方我
太12:45 比~更不好了。这邪恶的世代
21:36 比~更多．园户还是照样待他
26:44 祷告、说的话还是与~一样。
27:64 来的迷惑、比~的更利害了。

可14:39 祷告、说的话还是与~一样。
路11:26 末后的景况、比~更不好了。
14:24 ~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尝我
约 1:31 我~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
 1:33 我~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
19:39 就是~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
徒21:24 ~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并
罗 4:18 正如~所说、『你的后裔将要
 9:29 又如以赛亚~说过、『若不是

林前 5: 9 我~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
15: 1 我如今把~所传给你们的福音

林后 2: 4 我~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
 2: 9 为此我~也写信给你们、要试
 7: 8 我~写信叫你们忧愁．我后来
腓 3: 7 只是我~以为与我有益的、我
来 4: 6 那~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
 6:10 就是~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
 7:18 ~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
雅 5:10 你们要把那~奉主名说话的众
 5:11 那~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

彼后 2:20 后的景况、就比~更不好了。
启10: 8 我~从天上所听见的那声音、
17: 8 ~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
17: 8 见~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
17:11 那~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
21: 1 因为~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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