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 圣经(84次)

新约(51次)
福音书(10)
历史书(8)
保罗书信(27)

马太福音(4) 马可福音(1) 路加福音(3) 约翰福音(2)
使徒行传(8)
罗马书(1) 哥林多前书(3) 哥林多后书(0) 加拉太书(2) 以弗所书(2) 腓立比书(2) 歌罗西书(4) 帖
撒罗尼迦前书(0) 帖撒罗尼迦后书(1) 提摩太前书(5) 提摩太后书(5) 提多书(2) 腓利门书(0)

学 xué

普通书信(5) 希伯来书(4) 雅各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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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律法书(8)
历史书(2)

预言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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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0) 出埃及记(0) 利未记(0) 民数记(0) 申命记(8)
旧约(33次)

以赛亚书(4) 耶利米书(2)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2) 但以理书(3)
小先知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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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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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大先知书(11)
诗歌智慧书(11) 约伯记(0) 诗篇(6) 箴言(5) 传道书(0) 雅歌(0)

申 4:10 可以~习敬畏我、又可以教训
 5: 1 要听、可以~习、谨守遵行。
14:23 你可以~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
17:19 好~习敬畏耶和华他的　神、
18: 9 可憎恶的事、你不可~着行。
20:18 他们教导你们~习一切可憎恶
31:12 使他们~习、好敬畏耶和华你
31:13 ~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　神、
士 3: 2 又知道又~习未曾晓得的战事
代上25: 7 和他们的弟兄~习颂赞耶和华
诗60: 1 叫人~习、交与伶长、调用为
106:35 混杂相合、~习他们的行为、
119: 7 我~了你公义的判语、就要以
119:71 益、为要使我~习你的律例。
119:73 我悟性、可以~习你的命令。
119:152我因~你的法度、久已知道是
箴 1: 5 增长~问、使聪明人得着智谋
 9: 9 指示义人、他就增长~问。
16:21 嘴中的甜言、加增人的~问。
16:23 口、又使他的嘴、增长~问。
30: 3 我没有~好智慧．也不认识至
赛 1:17 ~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
 2: 4 那国、他们也不再~习战事。
26: 9 候、地上的居民就~习公义。
26:10 他仍不~习公义．在正直的地
耶 9: 5 他们教舌头~习说谎．劳劳碌
12:16 他们若殷勤~习我百姓的道、
结19: 3 少壮狮子、~会抓食而吃人。
19: 6 少壮狮子、~会抓食而吃人。
但 1: 4 通达各样~问、知识聪明俱备
 1:17 　神在各样文字~问上、〔学
 1:17 ~问原文作智慧〕赐给他们聪
弥 4: 3 那国、他们也不再~习战事。
太10:24 ~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
10:25 ~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
11:29 ~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
24:32 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个比方
可13:28 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个比方
路 1: 4 使你知道所~之道都是确实的
 6:40 ~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
 6:40 凡~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
约 6:45 凡听见父之教训又~习的、就

 7:15 这个人没有~过、怎么明白书
徒 4:13 看出他们原是没有~问的小民
 7:22 摩西~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
 7:22 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问、
17:18 以彼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士
18:24 是有~问的、最能讲解圣经。
18:24 讲解圣经。〔~问或作口才〕
19: 9 便在推喇奴的~房、天天辩论
26:24 你的~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
罗16:17 背乎所~之道的人、我劝你们
林前 4:15 你们~基督的、师傅虽有一万

14:31 叫众人~道理．叫众人得劝勉
14:35 他们若要~什么、可以在家里
加 4: 3 受管于世俗小~之下、也是如
 4: 9 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
弗 4:20 你们~了基督、却不是这样．
 4:21 领了他的教、~了他的真理、
腓 4: 9 你们在我身上所~习的、所领
 4:11 以知足、这是我已经~会了．
西 1: 7 一同作仆人的以巴弗所~的．
 2: 8 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和虚空
 2: 8 和世上的小~、就把你们掳去
 2:20 脱离了世上的小~、为什么仍

帖后 3: 5 叫你们爱　神并~基督的忍耐
提前 2: 7 ~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

 2:11 女人要沉静~道、一味的顺服
 5: 4 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着行孝
 6:20 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问。
 6:21 已经有人自称有这~问、就偏

提后 2:23 惟有那愚拙无~问的辩论、总
 3: 7 常常~习、终久不能明白真道
 3:14 但你所~习的、所确信的、要
 3:14 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的．
 3:16 教导人~义、都是有益的．
多 3:14 并且我们的人要~习正经事业
 3:14 或作要~习行善〕预备所需用
来 4:11 免得有人~那不信从的样子跌
 5: 8 还是因所受的苦难~了顺从．
 5:12 看你们~习的工夫、本该作师
 5:12 得有人将　神圣言小~的开端

彼后 3:16 那无~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
启14: 3 千人以外、没有人能~这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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