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须 圣经(106次)

新约(63次)
福音书(30)
历史书(10)
保罗书信(12)

马太福音(6) 马可福音(6) 路加福音(12) 约翰福音(6)
使徒行传(10)
罗马书(1) 哥林多前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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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提摩太后书(0) 提多书(1) 腓利门书(0)

须 xū

普通书信(9) 希伯来书(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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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律法书(14)
历史书(8)

预言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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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6) 出埃及记(0) 利未记(7) 民数记(1) 申命记(0)
旧约(43次)

以赛亚书(4) 耶利米书(5)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7)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0) 何西阿书(0) 约珥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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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16)
诗歌智慧书(5) 约伯记(1) 诗篇(1) 箴言(3) 传道书(0) 雅歌(0)

创17:13 都必~受割礼．这样、我的约
24: 5 我必~将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出
34:22 惟有一件事我们必~作、他们
42:16 ~要打发你们中间一个人去、
43: 7 必~把你们的兄弟带下来呢。
43:11 若必~如此、你们就当这样行
利11:32 ~要放在水中、必不洁净到晚
13:29 病、或是男人胡~上有灾病、
13:30 头上、或是胡~上的大痲疯。
13:33 那人就要剃去~发、但他不可
14: 9 与胡~、眉毛、并全身的毛、
19:27 鬓〕胡~的周围也不可损坏。
21: 5 不可剃除胡~的周围、也不可
民23:26 和华所说的、我必~遵行么。
撒上 2:16 必~先烧脂油、然后你可以随
撒下10: 4 便将大卫臣仆的胡~剃去一半

10: 5 利哥、等到胡~长起再回来。
19:24 没有剃胡~、也没有洗衣服。

代上19: 4 便将大卫臣仆的胡~剃去一半
19: 5 在耶利哥等到胡~长起再回来
22: 4 必~高大辉煌、使名誉荣耀、
拉 9: 3 拔了头发和胡~、惊惧忧闷而
伯 5:27 你~要听、要知道是与自己有
诗133: 2 流到胡~．又流到他的衣襟．
箴19:19 刑罚．你若救他、必~再救。
22:17 你~侧耳听受智慧人的言语、
24:11 解救．人将被杀、你~拦阻。
赛 7:20 和脚上的毛、并要剃净胡~。
10:30 ~听．哀哉、困苦的亚拿突阿
15: 2 各人头上光秃、胡~剃净。
50: 6 人拔我腮颊的胡~、我由他拔
耶10: 5 必~有人抬着。你们不要怕他
10:19 这真是我的痛苦、必~忍受。
36:16 我们必~将这一切话告诉王。
41: 5 胡~剃去、衣服撕裂、身体画
48:37 胡~剪短、手有画伤、腰束麻
结 5: 1 和你的胡~、用天平将须发平
 5: 1 的胡须、用天平将~发平分。
24: 6 ~要将肉块从其中一一取出来
44: 2 这门必~关闭、不可敞开、谁
44: 2 由其中进入、所以必~关闭。
46: 1 必~关闭、惟有安息日、和月

46: 1 安息日、和月朔、必~敞开。
太16:21 他必~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
17:10 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先来
24: 6 因为这些事是必~有的．只是
24:15 地．（读这经的人~要会意）
26:35 我就是必~和你同死、也总不
26:54 事情必~如此的话、怎么应验
可 8:31 人子必~受许多的苦、被长老
 9:11 为什么说、以利亚必~先来。
13: 7 这些事是必~有的、只是末期
13:10 然而福音必~先传给万民。
13:14 ~要会意）那时在犹太的、应
14:31 我就是必~和你同死、也总不
路 4:43 我也必~在别城传　神国的福
 5:38 但新酒必~装在新皮袋里。
 9:22 人子必~受许多的苦、被长老
12:30 你们必~用这些东西、你们的
13:33 今天明天后天我必~前行．因
14:18 必~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
17:25 只是他必~先受许多苦、又被
21: 9 因为这些事必~先有．只是末
22: 7 ~宰逾越羊羔的那一天到了。
23:17 这节期巡抚必~释放一个囚犯
24: 7 人子必~被交在罪人手里、钉
24:44 凡指着我的话、都必~应验。
约 3: 7 你们必~重生、你不要以为希
 4: 4 必~经过撒玛利亚。
 4:24 的、必~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9: 4 我们必~作那差我来者的工．
10:16 我必~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
12:34 你怎么说人子必~被举起来呢
徒 1:16 的犹大．这话是必~应验的。
 1:22 必~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
 4:17 我们必~恐吓他们、叫他们不
 9:16 为我的名必~受许多的苦难。
14:22 神的国、必~经历许多艰难。
15: 5 必~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
15:24 在此有你们必~受割礼守摩西
17: 3 讲解陈明基督必~受害、从死
19:21 以后、也必~往罗马去看看。
26:23 就是基督必~受害、并且因从
罗13: 5 所以你们必~顺服、不但是因

林前10:12 稳的、~要谨慎、免得跌倒。
林后 2: 1 那里去、必~大家没有忧愁。

10: 2 我也以为必~用勇敢待这等人
11:30 我若必~自夸、就夸那关乎我
腓 2:25 然而我想必~打发以巴弗提到
提前 3: 2 必~无可指责、只作一个妇人

 3: 7 监督也必~在教外有好名声、
 3: 8 必~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
 3:11 必~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
 5: 9 必~年纪到六十岁、从来只作
多 1: 7 必~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
来 5:12 并且成了那必~吃奶、不能吃
 7:12 既已更改、律法也必~更改。
 7:27 每日必~先为自己的罪、后为
 8: 3 以这位大祭司也必~有所献的
 9:16 必~等到留遗命的人死了．〔
 9:23 必~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
10:36 你们必~忍耐、使你们行完了
11: 6 必~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

彼前 3:10 ~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
启17:10 他来的时候、必~暂时存留。
20: 3 完了．以后必~暂时释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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