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事 圣经(114次)

新约(34次)
福音书(2)
历史书(3)
保罗书信(28)

马太福音(0)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1) 约翰福音(1)
使徒行传(3)
罗马书(1) 哥林多前书(1) 哥林多后书(7) 加拉太书(3) 以弗所书(7) 腓立比书(3) 歌罗西书(2) 帖
撒罗尼迦前书(2) 帖撒罗尼迦后书(0) 提摩太前书(1) 提摩太后书(0) 提多书(1) 腓利门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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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1) 希伯来书(0) 雅各书(1) 彼得前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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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律法书(13)
历史书(9)

预言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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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0) 出埃及记(0) 利未记(7) 民数记(2) 申命记(4)
旧约(80次)

以赛亚书(10) 耶利米书(10)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3) 但以理书(4)
小先知书(6) 何西阿书(3) 约珥书(0) 阿摩司书(0)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1) 弥迦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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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先知书(27)
诗歌智慧书(25) 约伯记(3) 诗篇(6) 箴言(16) 传道书(0) 雅歌(0)

利26:21 你们~若与我反对、不肯听从
26:23 仍不改正归我、~与我反对、
26:24 我就要~与你们反对、因你们
26:27 若不听从我、却~与我反对、
26:28 ~与你们反对．又因你们的罪
26:40 并且承认自己~与我反对、
26:41 我所以~与他们反对、把他们
民15:30 但那擅敢~的、无论是本地人
24:18 珥为产业．以色列必~勇敢。
申 3:24 有什么神能像你~、像你有大
17:13 都要听见害怕、不再擅敢~。
29:19 我虽然~心里顽梗、连累众人
32: 5 向他~邪僻、有这弊病、就不
士 7:17 你们要看我~．我到了营的旁
撒下13: 2 是处女．暗嫩以为难向他~。
王上 8:25 在我面前~像你所行的一样、
王下20: 3 按诚实~、又作你眼中所看为
代下26:16 以致~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
尼 5: 9 你们~不当敬畏我们的　神么
 9:10 你知道他们向我们列祖~狂傲
 9:16 但我们的列祖~狂傲、硬着颈
 9:29 他们却~狂傲、不听从你的诫
伯 4: 6 的盼望、不是在你~纯正么。
23: 9 他在左边~、我却不能看见．
36:22 　神~有高大的能力．教训人
诗26: 1 因我向来~纯全、我又倚靠耶
26:11 却要~纯全．求你救赎我、怜
31:23 实人、足足报应~骄傲的人。
75: 4 不要~狂傲．对凶恶人说、不
115: 3 在天上．都随自己的意旨~。
119: 5 但愿我~坚定、得以遵守你的
箴11:20 恶．~完全的、为他所喜悦。
12:22 恶．~诚实的、为他所喜悦。
13:16 凡通达人都凭知识~．愚昧人
14: 2 和华．~乖僻的、却藐视他。
14:17 ~愚妄．设立诡计的、被人恨
16: 8 ~不义、不如少有财利、行事
16: 8 义、不如少有财利、~公义。
21: 5 丰裕．~急躁的、都必缺乏。
21: 7 扫除．因他们不肯按公平~。
21:24 慢．他~狂妄、都出于骄傲。
21:29 人脸无羞耻．正直人~坚定。

28: 6 乏人、胜过~乖僻的富足人。
28:18 拯救．~弯曲的、立时跌倒。
28:26 人．凭智慧~的、必蒙拯救。
29:27 嫌．~正直的、被恶人憎恶。
30:32 你若~愚顽、自高自傲、或是
赛26:10 他必~不义、也不注意耶和华
29:15 又在暗中~、说、谁看见我们
33: 1 ~诡诈的、人倒不以诡诈待你
33:15 ~公义、说话正直、憎恶欺压
38: 3 按诚实~、又作你眼中所看为
43:13 我手、我要~、谁能阻止呢。
48: 8 我原知道你~极其诡诈、你自
52:13 我的仆人~必有智慧、〔或作
52:13 或作~通达〕必被高举上升、
64: 4 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
耶 3:17 必不再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
 6:13 从先知到祭司、都~虚谎。
 8:10 从先知到祭司、都~虚谎。
 9:14 只随从自己顽梗的心~、照他
14: 7 还求你为你名的缘故~．我们
16:12 为各人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
20:11 羞辱、因为他们~没有智慧。
23: 5 ~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
32:19 ~有大能、注目观看世人一切
48:10 懒惰为耶和华~的、必受咒诅
结 8:18 我也要以忿怒~、我眼必不顾
15: 8 因为他们~干犯我．这是主耶
18: 9 按诚实~、这人是公义的、必
但 4:35 他都凭自己的意旨~．无人能
 5:20 甚至~狂傲、就被革去王位、
11:32 认识　神的子民、必刚强~。
11:36 他必~亨通、直到主的忿怒完
何 5: 7 他们向耶和华~诡诈、生了私
 6: 7 当背约、在境内向我~诡诈。
 7: 1 他们~虚谎、内有贼人入室偷
拿 1:14 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旨~
弥 7:13 又因他们~的结果、必然荒凉
玛 2:11 犹大人~诡诈、并且在以色列
路24:19 百姓面前、说话~都有大能。
约 7: 4 没有在暗处~的．你如果行这
徒 7:22 的学问、说话~、都有才能。
23: 1 我在　神面前~为人、都是凭

26:20 向　神、~与悔改的心相称。
罗13:13 ~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
林前 4:17 记念我在基督里怎样~、在各
林后 5: 7 因我们~为人、是凭着信心、

10: 2 有人以为我是凭着血气~、我
10: 3 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却
10:11 见面的时候、~也必如何。
11:13 ~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
12:18 我们~、不同是一个心灵么．
13: 7 是要你们~端正、任凭人看我
加 2:14 若随外邦人~、不随犹太人行
 2:14 不随犹太人~、怎么还勉强外
 5:25 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
弗 2: 2 你们在其中~为人随从今世的
 4: 1 ~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4:17 你们~、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
 4:17 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
 5: 2 也要凭爱心~、正如基督爱我
 5: 8 ~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
 5:15 你们要谨慎~、不要像愚昧人
腓 1:27 只要你们~为人与基督的福音
 2:13 因为你们立志~、都是　神在
 3:18 因为有许多人~、是基督十字
西 1:10 好叫你们~为人对得起主、凡
 3:17 或~、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

帖前 2:12 要叫你们~对得起那召你们进
 4:12 叫你们可以向外人~端正、自

提前 5:21 可存成见、~也不可有偏心。
多 1:16 ~却和他相背．本是可憎恶的
雅 2:12 审判、就该照这律法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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