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议 圣经(90次)

新约(47次)
福音书(39)
历史书(6)
保罗书信(1)

马太福音(9) 马可福音(11) 路加福音(10) 约翰福音(9)
使徒行传(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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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腓立比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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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提摩太后书(0)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议 yì

普通书信(1) 希伯来书(0) 雅各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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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启示录(0)

律法书(4)
历史书(21)

预言书(0)

约书亚记(0) 士师记(4)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0) 撒母耳记下(1) 列王记上(3) 列王记下(1) 历代
志上(2) 历代志下(7) 以斯拉记(2) 尼希米记(1) 以斯帖记(0)

创世纪(2) 出埃及记(1) 利未记(0) 民数记(1) 申命记(0)
旧约(43次)

以赛亚书(2) 耶利米书(0)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0) 但以理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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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诗歌智慧书(15) 约伯记(2) 诗篇(11) 箴言(1) 传道书(1) 雅歌(0)

创34: 6 抹出来见雅各、要和他商~。
34: 8 哈抹和他们商~说、我儿子示
出32:12 为什么使埃及人~论说、他领
民14:15 些听见你名声的列邦必~论说
士 9:54 免得人~论我说、他为一个妇
10:18 彼此商~说、谁能先去攻打亚
19:30 思想、大家商~当怎样办理。
20: 7 们以色列人、都当筹画商~。

撒下19: 9 以色列众支派的人纷纷~论、
王上 1: 7 和祭司亚比亚他商~．二人就

12: 6 罗波安王和他们商~、说、你
12: 8 大在他面前侍立的少年人商~

王下 6: 8 和他的臣仆商~说、我要在某
代上12:19 商~打发他们回去、说、恐怕

13: 1 百夫长、就是一切首领商~。
代下10: 6 罗波安王和他们商~、说、你

10: 8 在他面前侍立的少年人商~、
20:21 约沙法既与民商~了、就设立
25:17 犹大王亚玛谢与群臣商~、就
30: 2 并耶路撒冷全会众已经商~、
30:23 全会众商~、要再守节七日．
32: 3 就与首领和勇士商~、塞住城
拉10: 3 因　神命令战兢之人所~定的
10: 8 首领和长老所~定三日之内不
尼 6: 7 以请你来、与我们彼此商~。
伯42: 7 因为你们~论我、不如我的仆
42: 8 你们~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
诗 2: 2 臣宰一同商~、要敌挡耶和华
 3: 2 有许多人~论我说、他得不着
31:13 他们一同商~攻击我的时候、
41: 5 我的仇敌用恶言~论我、说、
41: 7 都交头接耳地~论我．他们设
62: 4 他们彼此商~、专要从他的尊
71:10 我的仇敌~论我．那些窥探要
71:10 那些窥探要害我命的彼此商~
83: 3 彼此商~要害你所隐藏的人。
83: 5 他们同心商~、彼此结盟、要
109:20 和用恶言~论我的人、从耶和
箴15:22 不先商~、所谋无效．谋士众
传 1:16 我心里~论、说、我得了大智
赛40:14 他与谁商~、谁教导他、谁将
45:21 让他们彼此商~．谁从古时指

但 6: 7 彼此商~、要立一条坚定的禁
太12:14 去、商~怎样可以除灭耶稣。
16: 7 门徒彼此~论说、这是因为我
16: 8 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彼此~论呢
21:25 他们彼此商~说、我们若说从
22:15 法利赛人出去商~、怎样就着
26: 4 大家商~、要用诡计拿住耶稣
27: 1 老、大家商~、要治死耶稣。
27: 7 他们商~、就用那银钱买了窑
28:12 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就拿
可 2: 6 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论说、
 2: 8 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论
 2: 8 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论呢。
 3: 6 同希律一党的人商~、怎样可
 8:16 他们彼此~论说、这是因为我
 8:17 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论呢
 9:10 彼此~论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
 9:33 你们在路上~论的是什么。
11:31 他们彼此商~说、我们若说从
15: 1 长老文士全公会的人大家商~
15:43 他是尊贵的~士、也是等候
路 5:21 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论说、这
 5:22 耶稣知道他们所~论的、就说
 5:22 你们心里~论的是什么呢。
 6:11 彼此商~、怎样处治耶稣。
 9:46 门徒中间起了~论、谁将为大
 9:47 耶稣看出他们心中的~论、就
15: 2 私下~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
19: 7 都私下~论说、他竟到罪人家
20: 5 他们彼此商~说、我们若说从
23:50 是个~士、为人善良公义．
约 6:41 降下来的粮、就私下~论他．
 6:43 回答说、你们不要大家~论。
 6:61 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论
 7:12 众人为他纷纷~论．有的说、
 7:32 听见众人为耶稣这样纷纷~论
 9:22 因为犹太人已经商~定了、若
11:53 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要杀耶稣
12:10 但祭司长商~连拉撒路也要杀
18:14 就是从前向犹太人发~论说、
徒 4:15 从公会出去、就彼此商~说、
 9:23 日子、犹太人商~要杀扫罗。

15: 6 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这事。
25:12 非斯都和~会商量了、就说、
27:39 就商~能把船拢进去不能。
28:29 了这话犹太人~论纷纷的就走
罗 3: 4 被人~论的时候、可以得胜。
犹 1:16 这些人是私下~论、常发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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