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須 聖經(106次)

新約(63次)
福音書(30)
歷史書(10)
保羅書信(12)

馬太福音(6) 馬可福音(6) 路加福音(12) 約翰福音(6)
使徒行傳(10)
羅馬書(1) 哥林多前書(1) 哥林多後書(3) 加拉太書(0) 以弗所書(0) 腓立比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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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提摩太後書(0) 提多書(1) 腓利門書(0)

須 xū

普通書信(9) 希伯來書(8) 雅各書(0) 彼得前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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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律法書(14)
歷史書(8)

預言書(2)

約書亞記(0) 士師記(0)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1) 撒母耳記下(3) 列王記上(0) 列王記下(0) 歷代
志上(3) 歷代志下(0) 以斯拉記(1)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0)

創世紀(6) 出埃及記(0) 利未記(7) 民數記(1) 申命記(0)
舊約(43次)

以賽亞書(4) 耶利米書(5)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7)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0) 何西阿書(0) 約珥書(0) 阿摩司書(0)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0)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16)
詩歌智慧書(5) 約伯記(1) 詩篇(1) 箴言(3) 傳道書(0) 雅歌(0)

創17:13 都必~受割禮．這樣、我的約
24: 5 我必~將你的兒子帶回你原出
34:22 惟有一件事我們必~作、他們
42:16 ~要打發你們中間一個人去、
43: 7 必~把你們的兄弟帶下來呢。
43:11 若必~如此、你們就當這樣行
利11:32 ~要放在水中、必不潔淨到晚
13:29 病、或是男人鬍~上有災病、
13:30 頭上、或是鬍~上的大痲瘋。
13:33 那人就要剃去~髮、但他不可
14: 9 與鬍~、眉毛、並全身的毛、
19:27 鬢〕鬍~的周圍也不可損壞。
21: 5 不可剃除鬍~的周圍、也不可
民23:26 和華所說的、我必~遵行麼。
撒上 2:16 必~先燒脂油、然後你可以隨
撒下10: 4 便將大衛臣僕的鬍~剃去一半

10: 5 利哥、等到鬍~長起再回來。
19:24 沒有剃鬍~、也沒有洗衣服。

代上19: 4 便將大衛臣僕的鬍~剃去一半
19: 5 在耶利哥等到鬍~長起再回來
22: 4 必~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
拉 9: 3 拔了頭髮和鬍~、驚懼憂悶而
伯 5:27 你~要聽、要知道是與自己有
詩133: 2 流到鬍~．又流到他的衣襟．
箴19:19 刑罰．你若救他、必~再救。
22:17 你~側耳聽受智慧人的言語、
24:11 解救．人將被殺、你~攔阻。
賽 7:20 和腳上的毛、並要剃淨鬍~。
10:30 ~聽．哀哉、困苦的亞拿突阿
15: 2 各人頭上光禿、鬍~剃淨。
50: 6 人拔我腮頰的鬍~、我由他拔
耶10: 5 必~有人抬著。你們不要怕他
10:19 這真是我的痛苦、必~忍受。
36:16 我們必~將這一切話告訴王。
41: 5 鬍~剃去、衣服撕裂、身體畫
48:37 鬍~剪短、手有畫傷、腰束麻
結 5: 1 和你的鬍~、用天平將鬚髮平
 5: 1 的鬍鬚、用天平將~髮平分。
24: 6 ~要將肉塊從其中一一取出來
44: 2 這門必~關閉、不可敞開、誰
44: 2 由其中進入、所以必~關閉。
46: 1 必~關閉、惟有安息日、和月

46: 1 安息日、和月朔、必~敞開。
太16:21 他必~上耶路撒冷去、受長老
17:10 文士為甚麼說以利亞必~先來
24: 6 因為這些事是必~有的．只是
24:15 地．（讀這經的人~要會意）
26:35 我就是必~和你同死、也總不
26:54 事情必~如此的話、怎麼應驗
可 8:31 人子必~受許多的苦、被長老
 9:11 為甚麼說、以利亞必~先來。
13: 7 這些事是必~有的、只是末期
13:10 然而福音必~先傳給萬民。
13:14 ~要會意）那時在猶太的、應
14:31 我就是必~和你同死、也總不
路 4:43 我也必~在別城傳　神國的福
 5:38 但新酒必~裝在新皮袋裏。
 9:22 人子必~受許多的苦、被長老
12:30 你們必~用這些東西、你們的
13:33 今天明天後天我必~前行．因
14:18 必~去看看．請你准我辭了。
17:25 只是他必~先受許多苦、又被
21: 9 因為這些事必~先有．只是末
22: 7 ~宰逾越羊羔的那一天到了。
23:17 這節期巡撫必~釋放一個囚犯
24: 7 人子必~被交在罪人手裏、釘
24:44 凡指著我的話、都必~應驗。
約 3: 7 你們必~重生、你不要以為希
 4: 4 必~經過撒瑪利亞。
 4:24 的、必~用心靈和誠實拜他。
 9: 4 我們必~作那差我來者的工．
10:16 我必~領他們來、他們也要聽
12:34 你怎麼說人子必~被舉起來呢
徒 1:16 的猶大．這話是必~應驗的。
 1:22 必~從那常與我們作伴的人中
 4:17 我們必~恐嚇他們、叫他們不
 9:16 為我的名必~受許多的苦難。
14:22 神的國、必~經歷許多艱難。
15: 5 必~給外邦人行割禮、吩咐他
15:24 在此有你們必~受割禮守摩西
17: 3 講解陳明基督必~受害、從死
19:21 以後、也必~往羅馬去看看。
26:23 就是基督必~受害、並且因從
羅13: 5 所以你們必~順服、不但是因

林前10:12 穩的、~要謹慎、免得跌倒。
林後 2: 1 那裏去、必~大家沒有憂愁。

10: 2 我也以為必~用勇敢待這等人
11:30 我若必~自誇、就誇那關乎我
腓 2:25 然而我想必~打發以巴弗提到
提前 3: 2 必~無可指責、只作一個婦人

 3: 7 監督也必~在教外有好名聲、
 3: 8 必~端莊、不一口兩舌、不好
 3:11 必~端莊、不說讒言、有節制
 5: 9 必~年紀到六十歲、從來只作
多 1: 7 必~無可指責、不任性、不暴
來 5:12 並且成了那必~吃奶、不能吃
 7:12 既已更改、律法也必~更改。
 7:27 每日必~先為自己的罪、後為
 8: 3 以這位大祭司也必~有所獻的
 9:16 必~等到留遺命的人死了．〔
 9:23 必~用這些祭物去潔淨．但那
10:36 你們必~忍耐、使你們行完了
11: 6 必~信有神、且信他賞賜那尋

彼前 3:10 ~要禁止舌頭不出惡言、嘴唇
啟17:10 他來的時候、必~暫時存留。
20: 3 完了．以後必~暫時釋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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