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右手 聖經(87次)

新約(16次)
福音書(4)
歷史書(3)
保羅書信(1)

馬太福音(3)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1)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3)
羅馬書(0) 哥林多前書(0) 哥林多後書(0) 加拉太書(1) 以弗所書(0) 腓立比書(0) 歌羅西書(0) 帖
撒羅尼迦前書(0) 帖撒羅尼迦後書(0) 提摩太前書(0) 提摩太後書(0)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右手 yòu shǒu

普通書信(0) 希伯來書(0) 雅各書(0) 彼得前書(0) 彼得後書(0) 約翰壹書(0)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0) 猶大
書(0)
啟示錄(8)

律法書(18)
歷史書(4)

預言書(8)

約書亞記(0) 士師記(3)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0) 撒母耳記下(1) 列王記上(0) 列王記下(0) 歷代
志上(0) 歷代志下(0)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0)

創世紀(5) 出埃及記(4) 利未記(8) 民數記(0) 申命記(1)
舊約(71次)

以賽亞書(7) 耶利米書(1) 耶利米哀歌(2) 以西結書(2) 但以理書(1)
小先知書(2) 何西阿書(0) 約珥書(0) 阿摩司書(0)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1) 彌迦書(0)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1)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13)
詩歌智慧書(34) 約伯記(1) 詩篇(29) 箴言(2) 傳道書(0) 雅歌(2)

創48:13 以法蓮在他的~裏、對著以色
48:13 對著以色列的~、領他們到以
48:14 以色列伸出~來、按在以法蓮
48:17 瑟見他父親把~按在以法蓮的
48:18 子、求你把~按在他的頭上。
出15: 6 你的~施展能力、顯出榮耀．
15: 6 耶和華阿、你的~摔碎仇敵。
15:12 你伸出~、地便吞滅他們．
29:20 又抹在他們~的大拇指上、和
利 8:23 和~的大拇指上、並右腳的大
 8:24 和~的大拇指上、並右腳的大
14:14 和~的大拇指上、並右腳的大
14:16 把~的一個指頭、蘸在左手的
14:17 和~的大拇指上、並右腳的大
14:25 和~的大拇指上、並右腳的大
14:27 前、用~的一個指頭彈七次。
14:28 和~的大拇指上、並右腳的大
申33: 2 從他~為百姓傳出烈火的律法
士 5:26 ~拿著匠人的錘子、擊打西西
 7:20 ~拿著角、喊叫說、耶和華和
16:29 子．左手抱一根、~抱一根、

撒下20: 9 就用~抓住亞瑪撒的鬍子、要
伯40:14 我就認你~能以救自己。
詩16:11 樂．在你~中有永遠的福樂。
17: 7 你是那用~拯救投靠你的、脫
18:35 你的~扶持我．你的溫和使我
20: 6 應允他、用~的能力救護他。
21: 8 你的~要搜出那些恨你的人。
26:10 的手中有奸惡、~滿有賄賂。
44: 3 乃是靠你的~、你的膀臂、和
45: 4 勝．你的~必顯明可畏的事。
48:10 直到地極．你的~滿了公義。
60: 5 用~拯救我們、好叫你所親愛
63: 8 緊的跟隨你．你的~扶持我。
73:23 常與你同在．你攙著我的~。
74:11 你為甚麼縮回你的~．求你從
77:10 我要追念至高者顯出~之年代
78:54 邊界、到他~所得的這山地。
80:15 保護你~所栽的、和你為自己
89:13 你的手有力、你的~也高舉。
89:25 左手伸到海上、~伸到河上。
89:42 你高舉了他敵人的~．你叫他

98: 1 他的~和聖臂、施行救恩。
108: 6 用~拯救我們、好叫你所親愛
118:15 聲音．耶和華的~施展大能。
118:16 耶和華的~高舉．耶和華的右
118:16 高舉．耶和華的~施展大能。
137: 5 記你、情願我的~忘記技巧。
138: 7 抵擋他們、你的~也必救我。
139:10 導我．你的~、也必扶持我。
144: 8 口說謊話、他們的~起假誓。
144:11 口說謊話、他們的~起假誓。
箴 3:16 他~有長壽．左手有富貴。
27:16 便是攔阻風、也是~抓油。
歌 2: 6 在我頭下、他的~將我抱住。
 8: 3 我頭下、他的~必將我抱住。
賽41:10 我必用我公義的~扶持你。
41:13 必攙扶你的~、對你說、不要
44:20 說、我~中豈不是有虛謊麼。
45: 1 我攙扶他的~、使列國降伏在
48:13 我~鋪張諸天、我一招呼便都
62: 8 華指著自己的~和大能的膀臂
63:12 榮耀的膀臂在摩西的~邊行動
耶22:24 雖是我~上帶印的戒指、我憑
哀 2: 3 在仇敵面前收回~．他像火焰
 2: 4 他站著舉起~、如同敵人、將
結21:22 在~中拿著為耶路撒冷占卜的
39: 3 你的弓、從你~打掉你的箭。
但12: 7 向天舉起左~、指著活到永遠
拿 4:11 不能分辨左手~的有十二萬多
哈 2:16 耶和華~的杯、必傳到你那裏
太 5:30 若是~叫你跌倒、就砍下來丟
 6: 3 不要叫左手知道~所作的．
27:29 拿一根葦子放在他~裏．跪在
路 6: 6 在那裏有一個人~枯乾了。
徒 2:33 他既被　神的~高舉、〔或作
 3: 7 於是拉著他的~、扶他起來、
 5:31 　神且用~將他高舉、〔或作
加 2: 9 向我和巴拿巴用~行相交之禮
啟 1:16 他~拿著七星．從他口中出來
 1:17 他用~按著我說、不要懼怕．
 1:20 論到你所看見在我~中的七星
 2: 1 那~拿著七星、在七個金燈臺
 5: 1 我看見坐寶座的~中有書卷、

 5: 7 從坐寶座的~裏拿了書卷。
10: 5 踏地的天使、向天舉起~來、
13:16 都在~上、或是在額上、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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