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中 圣经(144次)

新约(17次)
福音书(4)
历史书(2)
保罗书信(6)

马太福音(0) 马可福音(2) 路加福音(2)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2)
罗马书(1) 哥林多前书(0) 哥林多后书(0) 加拉太书(0) 以弗所书(3) 腓立比书(1) 歌罗西书(0) 帖
撒罗尼迦前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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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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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5) 希伯来书(2) 雅各书(0) 彼得前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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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律法书(13)
历史书(22)

预言书(0)

约书亚记(0) 士师记(6)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4) 撒母耳记下(1) 列王记上(1) 列王记下(0) 历代
志上(2) 历代志下(3) 以斯拉记(1) 尼希米记(2) 以斯帖记(2)

创世纪(2) 出埃及记(2) 利未记(1) 民数记(2) 申命记(6)
旧约(127次)

以赛亚书(16) 耶利米书(13) 耶利米哀歌(2) 以西结书(5) 但以理书(3)
小先知书(3) 何西阿书(1) 约珥书(0) 阿摩司书(0)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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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39)
诗歌智慧书(50) 约伯记(12) 诗篇(13) 箴言(21) 传道书(3) 雅歌(1)

创 6: 6 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忧伤。
20: 6 我知道你作这事是~正直、我
出28: 3 又要吩咐一切~有智慧的、就
35:25 凡~有智慧的妇女、亲手纺线
利26:43 的典章、~厌恶了我的律例。
民21: 4 姓因这路难行、~甚是烦躁．
27:18 是~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
申 2:30 为耶和华你的　神使他~刚硬
11:16 免得~受迷惑、就偏离正路、
19: 6 ~火热追赶他、因路远就追上
28:65 耶和华却使你在那里~跳动、
32:20 僻的族类、~无诚实的儿女。
32:28 列民毫无计谋、~没有聪明。
士 5:15 在流便的溪水旁有~定大志的
 5:16 在流便的溪水旁有~设大谋的
10:16 色列人受的苦难、就~担忧。
16:17 参孙就把~所藏的都告诉了他
16:18 大利拉见他把~所藏的都告诉
16:18 他已经把~所藏的都告诉了我

撒上 1:13 原来哈拿~默祷、只动嘴唇不
 2:33 ~忧伤．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
24: 5 随后大卫~自责、因为割下扫
28: 5 士的军旅、就惧怕、~发颤。

撒下24:10 就~自责、祷告耶和华、说、
王上 8:66 就都~喜乐、各归各家去了。
代上16:10 寻求耶和华的人~应当欢喜。

29: 3 且因我~爱慕我　神的殿、就
代下 7:10 就都~喜乐、各归各家去了。

 7:11 和华殿和王宫凡他~所要作的
29:10 现在我~有意与耶和华以色列
拉 9: 5 ~愁苦、穿着撕裂的衣袍、双
尼 2: 2 必是你~愁烦。于是我甚惧怕
 9:25 肥胖、因你的大恩、~快乐。
斯 1:10 亚哈随鲁王饮酒~快乐、就吩
 5: 9 那日哈曼~快乐、欢欢喜喜地
伯 1: 5 ~弃掉　神。约伯常常这样行
 3:20 ~愁苦的人、为何有生命赐给
 6:13 智慧岂不是从我~赶出净尽么
 9:27 情、除去我的愁容、~畅快．
14:22 但知身上疼痛、~悲哀。
20: 2 我~急躁、所以我的思念叫我
21:25 有人至死~痛苦、终身未尝福

27: 2 全能者使我~愁苦．我指着永
29:13 我祝福。我也使寡妇~欢乐。
33: 3 要发明~所存的正直．我所知
36:13 那~不敬虔的人、积蓄怒气．
37:24 凡自以为~有智慧的人、他都
诗 7: 8 义、和我~的纯正、判断我。
28: 7 所以我~欢乐．我必用诗歌颂
31: 7 我的困苦、知道我~的艰难。
33:11 立定、他~的思念万代常存。
55:15 住处、他们的~、都是邪恶。
58: 2 你们是~作恶．你们在地上秤
76: 5 ~勇敢的人、都被抢夺．他们
78:18 他们~试探　神、随自己所欲
78:72 于是他按~的纯正、牧养他们
84: 5 靠你有力量~想往锡安大道的
105: 3 求耶和华的人、~应当欢喜。
119:111产业．因这是我~所喜爱的。
140: 2 他们~图谋奸恶、常常聚集要
箴 4:21 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
 5:12 怎么恨恶训诲、~藐视责备、
 6:14 ~乖僻、常设恶谋、布散分争
 6:25 你~不要恋慕他的美色、也不
10: 8 ~智慧的、必受命令．口里愚
11:13 密事．~诚实的、遮隐事情。
11:20 ~乖僻的、为耶和华所憎恶．
12: 8 称赞．~乖谬的、必被藐视。
14:10 ~的苦楚、自己知道．心里的
14:14 ~背道的、必满得自己的结果
14:30 ~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
14:33 智慧存在聪明人~．愚昧人心
15:13 ~喜乐、面带笑容．心里忧愁
15:15 愁苦．~欢畅的、常享丰筵。
16: 1 ~的谋算在乎人．舌头的应对
16:21 ~有智慧、必称为通达人．嘴
22:18 你若~存记、嘴上咬定、这便
23:17 你~不要嫉妒罪人．只要终日
26:25 因为他~有七样可憎恶的．
28:25 ~贪婪的、挑起争端．倚靠耶
28:26 ~自是的、便是愚昧人．凭智
传 1:16 而且我~多经历智慧、和知识
 9: 7 ~快乐喝你的酒．因为　神已
11:10 所以你当从~除掉愁烦．从肉

歌 3:11 ~喜乐的时候、他母亲给他戴
赛 8:21 ~焦躁、咒骂自己的君王、和
24: 7 衰残、~欢乐的、俱都叹息。
26: 9 夜间我~羡慕你．我里面的灵
27: 4 我~不存忿怒．惟愿荆棘蒺藜
29:24 ~迷糊的、必得明白、发怨言
30:29 并且~喜乐、像人吹笛、上耶
44:20 ~昏迷、使他偏邪、他不能自
46:12 你们这些~顽梗、远离公义的
47: 8 你~说、惟有我、除我以外再
51: 7 将我训诲存在~的民、要听我
54: 6 如召被离弃~忧伤的妻、就是
55: 2 那美物、得享肥甘、~喜乐。
63: 4 因为报仇之日在我~、救赎我
65:14 我的仆人因~高兴欢呼、你们
65:14 你们却因~忧愁哀哭、又因心
66:14 就~快乐、你们的骨头必得滋
耶 4:14 你当洗去~的恶、使你可以得
 9:26 以色列人~、也没有受割礼。
15:16 是我~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
17: 5 ~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
22:27 但~甚想归回之地、必不得归
23:20 直到他~所拟定的成就了、末
30:24 直到他~所拟定的成就了．末
44:14 他们~甚想归回居住之地．除
44:21 华岂不记念、~岂不思想么。
48:41 摩押的勇士~疼痛、如临产的
49:16 你因~的狂傲自欺．你虽如大
49:22 以东的勇士~疼痛、如临产的
51:50 念耶和华、~追想耶路撒冷。
哀 1:22 们．因我叹息甚多、~发昏。
 5:15 我们~的快乐止息、跳舞变为
结 3:14 我~甚苦、灵性忿激．并且耶
 6: 9 为他们~何等伤破、是因他们
11:21 至于那些~随从可憎可厌之物
24:21 ~所爱惜的被亵渎、并且你们
28:17 你因美丽~高傲、又因荣光败
但 5:11 这人~光明、又有聪明智慧、
 5:14 ~光明、又有聪明和美好的智
 7:28 ~甚是惊惶、脸色也改变了、
何 7: 6 ~热如火炉、就如烤饼的整夜
弥 6: 7 为~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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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10: 7 他们~畅快如同喝酒．他们的
可 2: 8 耶稣~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
14: 4 有几个人~很不喜悦、说、何
路 8:13 但~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
 9:47 耶稣看出他们~的议论、就领
徒 7:23 ~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
16:18 保罗就~厌烦、转身对那鬼说
罗 7:23 和我~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
弗 1:18 并且照明你们~的眼睛、使你
 2: 2 现今在悖逆之子~运行的邪灵
 2: 3 随着肉体和~所喜好的去行、
腓 2: 1 么交通、~有什么慈悲怜悯、
帖前 2:13 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
来 4:12 连~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10:22 并我们~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

彼前 1:13 原文作束上你们~的腰〕谨慎
 3:15 有人问你们~盼望的缘由、就

彼后 2:14 ~习惯了贪婪、正是被咒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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