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为 圣经(155次)

新约(74次)
福音书(23)
历史书(14)
保罗书信(28)

马太福音(3) 马可福音(2) 路加福音(10) 约翰福音(8)
使徒行传(14)
罗马书(9) 哥林多前书(10) 哥林多后书(3) 加拉太书(1) 以弗所书(0) 腓立比书(2) 歌罗西书(0) 
帖撒罗尼迦前书(2) 帖撒罗尼迦后书(0) 提摩太前书(1) 提摩太后书(0)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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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9) 希伯来书(2) 雅各书(2) 彼得前书(2) 彼得后书(2) 约翰壹书(1)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0)
启示录(0)

律法书(15)
历史书(22)

预言书(0)

约书亚记(1) 士师记(1)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2) 撒母耳记下(6) 列王记上(1) 列王记下(0) 历代
志上(1) 历代志下(0) 以斯拉记(2) 尼希米记(1) 以斯帖记(7)

创世纪(3) 出埃及记(3) 利未记(8) 民数记(0) 申命记(1)
旧约(81次)

以赛亚书(5) 耶利米书(4)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1) 但以理书(2)
小先知书(5) 何西阿书(3) 约珥书(0) 阿摩司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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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12)
诗歌智慧书(27) 约伯记(10) 诗篇(4) 箴言(11) 传道书(2) 雅歌(0)

创19:14 他女婿们却~他说的是戏言。
20:11 我~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　神
38:15 ~是妓女、因为他蒙着脸。
出30:31 油、我要世世代代~圣膏油．
30:32 膏油是圣的、你们也要~圣。
31:14 ~圣日、凡干犯这日的、必要
利10:20 摩西听见这话便~美。
11:10 翅无鳞的、你们都当~可憎．
11:11 这些无翅无鳞~可憎的、你们
11:11 吃他的肉、死的也当~可憎。
11:12 翅无鳞的、你们都当~可憎。
11:13 雀鸟中你们当~可憎、不可吃
11:20 爬行的物、你们都当~可憎。
11:23 足的爬物、你们都当~可憎。
申 1:23 这话我~美、就从你们中间选
书22:30 拿西人所说的话、就都~美。
士 9:36 你看见山的影子、~是人。
撒上 1:13 声音、因此以利~他喝醉了。

18:23 你们~作王的女婿、是一件小
撒下 4:10 他自~报好消息．我就拿住他

12: 8 你若还~不足、我早就加倍的
13: 2 是处女．暗嫩~难向他行事。
13:32 不要~王的众子少年人都杀了
13:33 ~王的众子都死了．只有暗嫩
18: 4 你们~怎样好、我就怎样行。

王上16:31 他还~轻、又娶了西顿王谒巴
代上13: 2 你们若~美、见这事是出于耶
拉 5:17 现在王若~美、请察巴比伦王
 8:22 本~羞耻、因我曾对王说、我
尼 9:32 的苦难、现在求你不要~小。
斯 1:19 王若~美、就降旨写在波斯和
 3: 6 他~下手害末底改一人是小事
 3: 9 王若~美、请下旨意灭绝他们
 5: 4 王若~美、就请王带着哈曼今
 7: 3 王若~美、我所愿的、是愿王
 8: 5 王若~美、若喜悦我、请王另
 9:13 王若~美、求你准书珊的犹大
伯10: 3 恶人的计谋．这事你~美么。
13:12 你们~可记念的箴言、是炉灰
13:12 你们~可靠的坚垒是淤泥的坚
15:11 和的话安慰你、你~太小么。
19:22 迫我、吃我的肉还~不足呢。

32: 1 因约伯自~义、就不再回答他
32: 2 因约伯自~义、不以　神为义
35: 2 你~有理、或以为你的公义胜
35: 2 或~你的公义胜于　神的公义
37:24 凡自~心中有智慧的人、他都
诗10: 4 一切所想的、都~没有　神。
36: 2 ~他的罪孽终不显露、不被恨
55:14 ~甘甜．我们与群众在　神的
119:128我都~正直．我却恨恶一切假
箴 3: 7 不要自~有智慧．要敬畏耶和
 8: 9 有聪明的~明显、得知识的以
 8: 9 以为明显、得知识的~正直．
14: 9 ~戏耍．〔或作赎愆祭愚弄愚
14:12 有一条路人~正．至终成为死
16:25 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
26: 5 回答他、免得他自~有智慧。
26:12 你见自~有智慧的人么．愚昧
26:15 就是向口撤回、也~劳乏。
28:11 富足人自~有智慧．但聪明的
30:12 自~清洁、却没有洗去自己的
传 2:17 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烦恼
 4: 3 并且我~那未曾生的、就是未
赛 1:14 我都~麻烦．我担当、便不耐
 5:21 那些自~有智慧、自看为通达
24: 9 酒唱歌．喝浓酒的、必~苦。
53: 4 我们却~他受责罚、被　神击
57:10 你~有复兴之力、所以不觉疲
耶 6:10 他们~羞辱、不以为喜悦。
 6:10 他们以为羞辱、不~喜悦。
33:24 藐视我的百姓、~不再成国。
40: 4 你~那里美好、那里合宜、只
结34:18 还~小事吗．剩下的草、你们
但 8: 2 我~在以拦省、书珊城中．〔
 8:11 ~高及天象之君．除掉常献给
何 4:12 ~木杖能指示他们、因为他们
 8:12 万条、他却~与他毫无关涉。
10: 9 住基比亚的人~攻击罪孽之辈
摩 6: 3 你们~降祸的日子还远、坐在
亚11:12 你们若~美、就给我工价、不
太 6: 7 话．他们~话多了必蒙垂听。
12:33 你们或~树好、果子也好．树
20:10 他们~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

可 6:49 走、~是鬼怪、就喊叫起来．
14: 9 也要述说这女人所作的~记念
路 2:44 ~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
 6:22 名、~是恶、你们就有福了。
 7: 7 我也自~不配去见你、只要你
 8:18 连他自~有的、也要夺去。
12:51 你们~我来、是叫地上太平么
13: 2 你们~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
13: 4 你们~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
19:11 又因他们~　神的国快要显出
24:11 使徒~是胡言、就不相信。
24:37 惊慌害怕、~所看见的是魂。
约 3: 7 们必须重生、你不要~希奇。
 5:39 因你们~内中有永生．给我作
 7:21 作了一件事、你们都~希奇。
11:13 的．他们却~是说照常睡了。
11:31 他．~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
13:29 ~耶稣是对他说、你去买我们
16: 2 杀你们的、就~是事奉　神。
20:15 马利亚~是看园的、就对他说
徒 3:12 ~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
 7:25 他~弟兄必明白　神是借他的
13:25 你们~我是谁、我不是基督．
14:19 ~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
15:38 同去作工、就~不可带他去。
16:10 ~　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
16:15 你们若~我是真信主的、〔或
16:15 或作你们若~我是忠心事主的
16:27 ~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
17:29 就不当~　神的神性像人用手
21:29 在城里、~保罗带他进了殿。
26: 9 从前我自己~应当多方攻击拿
27:13 他们~得意、就起了锚、贴近
27:27 约到半夜、水手~渐近旱地、
罗 2: 3 你~能逃脱　神的审判么。
 2:15 相较量、或~是、或以为非）
 2:15 相较量、或以为是、或~非）
11:25 恐怕你们自~聪明）就是以色
12:16 人或作事〕不要自~聪明。
12:17 众人~美的事、要留心去作。
13: 8 要常~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
14:14 惟独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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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2 人在自己~可行的事上、能不
林前 2:14 反倒~愚拙．并且不能知道、

 3:18 在这世界自~有智慧、倒不如
 4: 3 我都~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
 4:18 自大、~我不到你们那里去。
 7:36 若有人~自己待他的女儿不合
 8: 2 若有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
 8: 7 就~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
10:12 所以自己~站得稳的、须要谨
12:22 身上肢体人~软弱的、更是不
14:37 若有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

林后10: 2 有人~我是凭着血气行事、我
10: 2 我也~必须用勇敢待这等人、
10: 9 这话免得你们~我写信是要威
加 6: 3 自己还~有、就是自欺了。
腓 3: 7 只是我先前~与我有益的、我
 3:13 我不是~自己已经得着了．我

帖前 2:13 不~是人的道、乃以为是　神
 2:13 乃~是　神的道．这道实在是

提前 5:17 当~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
来11:11 因他~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
11:19 他~　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
雅 1: 2 百般试炼中、都要~大喜乐．
 1:26 若有人自~虔诚、却不勒住他

彼前 4: 4 度的路、就~怪、毁谤你们．
 4:12 不要~奇怪、（似乎是遭遇非

彼后 1:13 我~应当趁我还在这帐棚的时
 3: 9 有人~他是耽延．其实不是耽

约壹 3:13 世人若恨你们、不要~希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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