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右手 圣经(87次)

新约(16次)
福音书(4)
历史书(3)
保罗书信(1)

马太福音(3)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1)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3)
罗马书(0) 哥林多前书(0) 哥林多后书(0) 加拉太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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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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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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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启示录(8)

律法书(18)
历史书(4)

预言书(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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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5) 出埃及记(4) 利未记(8) 民数记(0) 申命记(1)
旧约(71次)

以赛亚书(7) 耶利米书(1) 耶利米哀歌(2) 以西结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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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弥迦书(0)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1)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13)
诗歌智慧书(34) 约伯记(1) 诗篇(29) 箴言(2) 传道书(0) 雅歌(2)

创48:13 以法莲在他的~里、对着以色
48:13 对着以色列的~、领他们到以
48:14 以色列伸出~来、按在以法莲
48:17 瑟见他父亲把~按在以法莲的
48:18 子、求你把~按在他的头上。
出15: 6 你的~施展能力、显出荣耀．
15: 6 耶和华阿、你的~摔碎仇敌。
15:12 你伸出~、地便吞灭他们．
29:20 又抹在他们~的大拇指上、和
利 8:23 和~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
 8:24 和~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
14:14 和~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
14:16 把~的一个指头、蘸在左手的
14:17 和~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
14:25 和~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
14:27 前、用~的一个指头弹七次。
14:28 和~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
申33: 2 从他~为百姓传出烈火的律法
士 5:26 ~拿着匠人的锤子、击打西西
 7:20 ~拿着角、喊叫说、耶和华和
16:29 子．左手抱一根、~抱一根、

撒下20: 9 就用~抓住亚玛撒的胡子、要
伯40:14 我就认你~能以救自己。
诗16:11 乐．在你~中有永远的福乐。
17: 7 你是那用~拯救投靠你的、脱
18:35 你的~扶持我．你的温和使我
20: 6 应允他、用~的能力救护他。
21: 8 你的~要搜出那些恨你的人。
26:10 的手中有奸恶、~满有贿赂。
44: 3 乃是靠你的~、你的膀臂、和
45: 4 胜．你的~必显明可畏的事。
48:10 直到地极．你的~满了公义。
60: 5 用~拯救我们、好叫你所亲爱
63: 8 紧的跟随你．你的~扶持我。
73:23 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
74:11 你为什么缩回你的~．求你从
77:10 我要追念至高者显出~之年代
78:54 边界、到他~所得的这山地。
80:15 保护你~所栽的、和你为自己
89:13 你的手有力、你的~也高举。
89:25 左手伸到海上、~伸到河上。
89:42 你高举了他敌人的~．你叫他

98: 1 他的~和圣臂、施行救恩。
108: 6 用~拯救我们、好叫你所亲爱
118:15 声音．耶和华的~施展大能。
118:16 耶和华的~高举．耶和华的右
118:16 高举．耶和华的~施展大能。
137: 5 记你、情愿我的~忘记技巧。
138: 7 抵挡他们、你的~也必救我。
139:10 导我．你的~、也必扶持我。
144: 8 口说谎话、他们的~起假誓。
144:11 口说谎话、他们的~起假誓。
箴 3:16 他~有长寿．左手有富贵。
27:16 便是拦阻风、也是~抓油。
歌 2: 6 在我头下、他的~将我抱住。
 8: 3 我头下、他的~必将我抱住。
赛41:10 我必用我公义的~扶持你。
41:13 必搀扶你的~、对你说、不要
44:20 说、我~中岂不是有虚谎么。
45: 1 我搀扶他的~、使列国降伏在
48:13 我~铺张诸天、我一招呼便都
62: 8 华指着自己的~和大能的膀臂
63:12 荣耀的膀臂在摩西的~边行动
耶22:24 虽是我~上带印的戒指、我凭
哀 2: 3 在仇敌面前收回~．他像火焰
 2: 4 他站着举起~、如同敌人、将
结21:22 在~中拿着为耶路撒冷占卜的
39: 3 你的弓、从你~打掉你的箭。
但12: 7 向天举起左~、指着活到永远
拿 4:11 不能分辨左手~的有十二万多
哈 2:16 耶和华~的杯、必传到你那里
太 5:30 若是~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
 6: 3 不要叫左手知道~所作的．
27:29 拿一根苇子放在他~里．跪在
路 6: 6 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
徒 2:33 他既被　神的~高举、〔或作
 3: 7 于是拉着他的~、扶他起来、
 5:31 　神且用~将他高举、〔或作
加 2: 9 向我和巴拿巴用~行相交之礼
启 1:16 他~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
 1:17 他用~按着我说、不要惧怕．
 1:20 论到你所看见在我~中的七星
 2: 1 那~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
 5: 1 我看见坐宝座的~中有书卷、

 5: 7 从坐宝座的~里拿了书卷。
10: 5 踏地的天使、向天举起~来、
13:16 都在~上、或是在额上、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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