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為 聖經(155次)

新約(74次)
福音書(23)
歷史書(14)
保羅書信(28)

馬太福音(3) 馬可福音(2) 路加福音(10) 約翰福音(8)
使徒行傳(14)
羅馬書(9) 哥林多前書(10) 哥林多後書(3) 加拉太書(1) 以弗所書(0) 腓立比書(2) 歌羅西書(0) 
帖撒羅尼迦前書(2) 帖撒羅尼迦後書(0) 提摩太前書(1) 提摩太後書(0)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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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9) 希伯來書(2) 雅各書(2) 彼得前書(2) 彼得後書(2) 約翰壹書(1)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0) 猶大
書(0)
啟示錄(0)

律法書(15)
歷史書(22)

預言書(0)

約書亞記(1) 士師記(1)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2) 撒母耳記下(6) 列王記上(1) 列王記下(0) 歷代
志上(1) 歷代志下(0) 以斯拉記(2) 尼希米記(1) 以斯帖記(7)

創世紀(3) 出埃及記(3) 利未記(8) 民數記(0) 申命記(1)
舊約(81次)

以賽亞書(5) 耶利米書(4)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1) 但以理書(2)
小先知書(5) 何西阿書(3) 約珥書(0) 阿摩司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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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12)
詩歌智慧書(27) 約伯記(10) 詩篇(4) 箴言(11) 傳道書(2) 雅歌(0)

創19:14 他女婿們卻~他說的是戲言。
20:11 我~這地方的人總不懼怕　神
38:15 ~是妓女、因為他蒙著臉。
出30:31 油、我要世世代代~聖膏油．
30:32 膏油是聖的、你們也要~聖。
31:14 ~聖日、凡干犯這日的、必要
利10:20 摩西聽見這話便~美。
11:10 翅無鱗的、你們都當~可憎．
11:11 這些無翅無鱗~可憎的、你們
11:11 吃他的肉、死的也當~可憎。
11:12 翅無鱗的、你們都當~可憎。
11:13 雀鳥中你們當~可憎、不可吃
11:20 爬行的物、你們都當~可憎。
11:23 足的爬物、你們都當~可憎。
申 1:23 這話我~美、就從你們中間選
書22:30 拿西人所說的話、就都~美。
士 9:36 你看見山的影子、~是人。
撒上 1:13 聲音、因此以利~他喝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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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8 你若還~不足、我早就加倍的
13: 2 是處女．暗嫩~難向他行事。
13:32 不要~王的眾子少年人都殺了
13:33 ~王的眾子都死了．只有暗嫩
18: 4 你們~怎樣好、我就怎樣行。

王上16:31 他還~輕、又娶了西頓王謁巴
代上13: 2 你們若~美、見這事是出於耶
拉 5:17 現在王若~美、請察巴比倫王
 8:22 本~羞恥、因我曾對王說、我
尼 9:32 的苦難、現在求你不要~小。
斯 1:19 王若~美、就降旨寫在波斯和
 3: 6 他~下手害末底改一人是小事
 3: 9 王若~美、請下旨意滅絕他們
 5: 4 王若~美、就請王帶著哈曼今
 7: 3 王若~美、我所願的、是願王
 8: 5 王若~美、若喜悅我、請王另
 9:13 王若~美、求你准書珊的猶大
伯10: 3 惡人的計謀．這事你~美麼。
13:12 你們~可記念的箴言、是爐灰
13:12 你們~可靠的堅壘是淤泥的堅
15:11 和的話安慰你、你~太小麼。
19:22 迫我、吃我的肉還~不足呢。

32: 1 因約伯自~義、就不再回答他
32: 2 因約伯自~義、不以　神為義
35: 2 你~有理、或以為你的公義勝
35: 2 或~你的公義勝於　神的公義
37:24 凡自~心中有智慧的人、他都
詩10: 4 一切所想的、都~沒有　神。
36: 2 ~他的罪孽終不顯露、不被恨
55:14 ~甘甜．我們與群眾在　神的
119:128我都~正直．我卻恨惡一切假
箴 3: 7 不要自~有智慧．要敬畏耶和
 8: 9 有聰明的~明顯、得知識的以
 8: 9 以為明顯、得知識的~正直．
14: 9 ~戲耍．〔或作贖愆祭愚弄愚
14:12 有一條路人~正．至終成為死
16:25 人~正、至終成為死亡之路。
26: 5 回答他、免得他自~有智慧。
26:12 你見自~有智慧的人麼．愚昧
26:15 就是向口撤回、也~勞乏。
28:11 富足人自~有智慧．但聰明的
30:12 自~清潔、卻沒有洗去自己的
傳 2:17 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煩惱
 4: 3 並且我~那未曾生的、就是未
賽 1:14 我都~麻煩．我擔當、便不耐
 5:21 那些自~有智慧、自看為通達
24: 9 酒唱歌．喝濃酒的、必~苦。
53: 4 我們卻~他受責罰、被　神擊
57:10 你~有復興之力、所以不覺疲
耶 6:10 他們~羞辱、不以為喜悅。
 6:10 他們以為羞辱、不~喜悅。
33:24 藐視我的百姓、~不再成國。
40: 4 你~那裏美好、那裏合宜、只
結34:18 還~小事嗎．剩下的草、你們
但 8: 2 我~在以攔省、書珊城中．〔
 8:11 ~高及天象之君．除掉常獻給
何 4:12 ~木杖能指示他們、因為他們
 8:12 萬條、他卻~與他毫無關涉。
10: 9 住基比亞的人~攻擊罪孽之輩
摩 6: 3 你們~降禍的日子還遠、坐在
亞11:12 你們若~美、就給我工價、不
太 6: 7 話．他們~話多了必蒙垂聽。
12:33 你們或~樹好、果子也好．樹
20:10 他們~必要多得．誰知也是各

可 6:49 走、~是鬼怪、就喊叫起來．
14: 9 也要述說這女人所作的~記念
路 2:44 ~他在同行的人中間、走了一
 6:22 名、~是惡、你們就有福了。
 7: 7 我也自~不配去見你、只要你
 8:18 連他自~有的、也要奪去。
12:51 你們~我來、是叫地上太平麼
13: 2 你們~這些加利利人比眾加利
13: 4 你們~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
19:11 又因他們~　神的國快要顯出
24:11 使徒~是胡言、就不相信。
24:37 驚慌害怕、~所看見的是魂。
約 3: 7 們必須重生、你不要~希奇。
 5:39 因你們~內中有永生．給我作
 7:21 作了一件事、你們都~希奇。
11:13 的．他們卻~是說照常睡了。
11:31 他．~他要往墳墓那裏去哭。
13:29 ~耶穌是對他說、你去買我們
16: 2 殺你們的、就~是事奉　神。
20:15 馬利亞~是看園的、就對他說
徒 3:12 ~我們憑自己的能力和虔誠、
 7:25 他~弟兄必明白　神是藉他的
13:25 你們~我是誰、我不是基督．
14:19 ~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
15:38 同去作工、就~不可帶他去。
16:10 ~　神召我們傳福音給那裏的
16:15 你們若~我是真信主的、〔或
16:15 或作你們若~我是忠心事主的
16:27 ~囚犯已經逃走、就拔刀要自
17:29 就不當~　神的神性像人用手
21:29 在城裏、~保羅帶他進了殿。
26: 9 從前我自己~應當多方攻擊拿
27:13 他們~得意、就起了錨、貼近
27:27 約到半夜、水手~漸近旱地、
羅 2: 3 你~能逃脫　神的審判麼。
 2:15 相較量、或~是、或以為非）
 2:15 相較量、或以為是、或~非）
11:25 恐怕你們自~聰明）就是以色
12:16 人或作事〕不要自~聰明。
12:17 眾人~美的事、要留心去作。
13: 8 要常~虧欠．因為愛人的就完
14:14 惟獨人~不潔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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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不能知道、

 3:18 在這世界自~有智慧、倒不如
 4: 3 我都~極小的事．連我自己也
 4:18 自大、~我不到你們那裏去。
 7:36 若有人~自己待他的女兒不合
 8: 2 若有人~自己知道甚麼、按他
 8: 7 就~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
10:12 所以自己~站得穩的、須要謹
12:22 身上肢體人~軟弱的、更是不
14:37 若有人~自己是先知、或是屬

林後10: 2 有人~我是憑著血氣行事、我
10: 2 我也~必須用勇敢待這等人、
10: 9 這話免得你們~我寫信是要威
加 6: 3 自己還~有、就是自欺了。
腓 3: 7 只是我先前~與我有益的、我
 3:13 我不是~自己已經得著了．我

帖前 2:13 不~是人的道、乃以為是　神
 2:13 乃~是　神的道．這道實在是

提前 5:17 當~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勞苦
來11:11 因他~那應許他的是可信的．
11:19 他~　神還能叫人從死裏復活
雅 1: 2 百般試煉中、都要~大喜樂．
 1:26 若有人自~虔誠、卻不勒住他

彼前 4: 4 度的路、就~怪、毀謗你們．
 4:12 不要~奇怪、（似乎是遭遇非

彼後 1:13 我~應當趁我還在這帳棚的時
 3: 9 有人~他是耽延．其實不是耽

約壹 3:13 世人若恨你們、不要~希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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