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及 圣经(85次)

新约(12次)
福音书(0)
历史书(1)
保罗书信(7)

马太福音(0)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0)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1)
罗马书(0) 哥林多前书(2) 哥林多后书(0) 加拉太书(0) 以弗所书(1) 腓立比书(0) 歌罗西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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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多书(1) 腓利门书(1)

以及 yǐ jí

普通书信(2) 希伯来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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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启示录(2)

律法书(22)
历史书(27)

预言书(2)

约书亚记(3) 士师记(1)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2) 撒母耳记下(1) 列王记上(4) 列王记下(4) 历代
志上(5) 历代志下(6)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1) 以斯帖记(0)

创世纪(6) 出埃及记(4) 利未记(1) 民数记(1) 申命记(10)
旧约(73次)

以赛亚书(1) 耶利米书(16)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结书(1) 但以理书(1)
小先知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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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哈该书(1)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20)
诗歌智慧书(2) 约伯记(0) 诗篇(1) 箴言(1) 传道书(0) 雅歌(0)

创 6: 7 ~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
 7:21 的昆虫、~所有的人都死了。
 7:23 ~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
14: 7 ~住在哈洗逊他玛的亚摩利人
14:16 ~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
49:25 ~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
出11: 5 ~一切头生的牲畜、都必死。
12:29 ~一切头生的牲畜、尽都杀了
18: 8 ~路上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并
28:35 ~出来的时候、袍上的响声必
利14:56 ~疖子、癣、火斑、所立的条
民29: 6 ~照例同献的奠祭以外．都作
申 7:13 新酒、和油、~牛犊、羊羔。
12: 6 ~牛群羊群中头生的、都奉到
16:11 ~在你们中间寄居的、与孤儿
16:14 ~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都要
28: 4 ~牛犊、羊羔、都必蒙福。
28:18 ~牛犊、羊羔、都必受咒诅。
28:51 ~牛犊、羊羔、都不给你留下
29:10 ~为你们劈柴挑水的人、都站
31: 4 宏、与噩、~他们的国一样。
33:13 甘露、~地里所藏的泉水．
书 7:24 ~他所有的、都带到亚割谷去
12: 3 ~南方、直到毗斯迦的山根．
13:27 ~约但河与靠近约但河的地、
士20: 1 ~住基列地的众人都出来如同
撒上 6:18 ~大磐石．这磐石是放耶和华

31: 6 ~跟随他的人、都一同死亡。
撒下 8:12 ~从琐巴王利合的儿子哈大底
王上 4:24 ~从提弗萨直到迦萨的全地．

 7:50 ~至圣所、内殿的门枢、和外
 9:19 ~自己治理的全国中所愿建造
10: 5 ~他们的衣服装饰、和酒政的

王下11:19 ~国中的众民、请王从耶和华
12:12 之处、~修理殿的各样使用。
25:11 ~大众所剩下的人、都掳去了
25:19 ~城里遇见的国民六十个人。

代上12:40 ~以萨迦、西布伦、拿弗他利
15:27 ~歌唱的人、都穿着细麻布的
28: 1 ~大能的勇士、都到耶路撒冷
28:14 ~各样应用金器的分两、和各
29:30 ~他和以色列并列国所经过的

代下 8: 6 路撒冷利巴嫩~自己治理的全
 9: 4 ~他们的衣服装饰、酒政和酒
30:25 ~犹大寄居的人、尽都喜乐。
34: 9 ~犹大、便雅悯众人、并耶路
34:30 ~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小、都
35:18 ~耶路撒冷居民所守的逾越节
尼10:33 ~我们　神殿里一切的费用。
诗105:30 ~王宫的内室、青蛙多多滋生
箴 8:13 ~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
赛 3: 3 和有巧艺的、~妙行法术的。
耶14:14 并虚无的事、~本心的诡诈。
20: 5 ~犹大君王所有的宝物、都交
24: 8 ~剩在这地耶路撒冷的余民、
25:19 的臣仆、首领、~他的众民．
25:20 以革伦、~亚实突剩下的人．
25:26 ~天下地上的万国喝了．以后
27: 9 ~行邪术的、他们告诉你们说
29: 2 ~工匠、铁匠、都离了耶路撒
32:32 ~耶路撒冷的居民所行的、惹
35: 3 并他众子、~利甲全族的人、
39: 9 ~其余的民、都掳到巴比伦去
42: 1 ~众百姓、从最小的、到至大
43: 5 利米、~尼利亚的儿子巴录、
46:25 ~君王．也必刑罚法老、和倚
52:15 ~大众所剩下的人、都掳去了
52:25 ~城里所遇见的国民六十个人
哀 3:62 话、~终日向我所设的计谋。
结30: 5 ~同盟之地的人、都要与埃及
但11: 6 ~当时扶助他的、都必交与死
番 1: 3 ~绊脚石和恶人．我必将人从
该 1:11 畜、~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
徒26:20 ~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
林前 1: 2 ~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

 1:28 ~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
弗 6:12 ~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
西 3: 8 ~恼恨、忿怒、恶毒、〔或作
提后 3:11 ~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司
多 3: 9 ~分争、并因律法而起的争竞
门 1: 2 的亚基布、~在你家的教会．
来 6: 2 活、~永远审判、各等教训。
12:24 ~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
启13: 6 的帐幕、~那些住在天上的。

19:18 的为奴的、~大小人民的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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