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 聖經(89次)

新約(6次)
福音書(0)
歷史書(1)
保羅書信(4)

馬太福音(0)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0)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1)
羅馬書(0) 哥林多前書(3) 哥林多後書(1) 加拉太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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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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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1) 希伯來書(0) 雅各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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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律法書(9)
歷史書(10)

預言書(0)

約書亞記(0) 士師記(0)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1) 撒母耳記下(0) 列王記上(2) 列王記下(0) 歷代
志上(2) 歷代志下(5)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0)

創世紀(1) 出埃及記(5) 利未記(0) 民數記(0) 申命記(3)
舊約(83次)

以賽亞書(15) 耶利米書(7) 耶利米哀歌(4) 以西結書(12)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4) 何西阿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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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38)
詩歌智慧書(22) 約伯記(4) 詩篇(12) 箴言(6) 傳道書(0) 雅歌(0)

創 9:27 願　神使雅弗擴~、使他住在
出25:20 二基路伯要高~翅膀、遮掩施
25:23 要用皂莢木作一~桌子、長二
34:24 擴~你的境界．你一年三次上
37: 9 二基路伯高~翅膀、遮掩施恩
37:10 他用皂莢木作一~桌子、長二
申12:20 擴~你境界的時候、你心裏想
19: 8 擴~你的境界、將所應許賜你
33:20 使迦得擴~的、應當稱頌、迦

撒上 2: 1 我的口向仇敵~開．我因耶和
王上 6:27 基路伯的翅膀是~開的、這基

 8: 7 基路伯~著翅膀、在約櫃之上
代上 4:10 擴~我的境界、常與我同在、

28:18 基路伯~開翅膀、遮掩耶和華
代下 3:13 兩個基路伯~開翅膀、共長二

 4: 8 又造十~桌子、放在殿裏、五
 4: 8 五~在右邊、五張在左邊。又
 4: 8 五~在左邊。又造一百個金碗
 5: 8 基路伯~著翅膀在約櫃之上、
伯 5: 5 的財寶、有網羅~口吞滅了。
 9: 8 他獨自鋪~蒼天、步行在海浪
29:23 望雨．又~開口如切慕春雨。
36:29 誰能明白雲彩如何鋪~、和
詩22:13 他們向我~口、好像抓撕吼叫
35:21 他們大大~口攻擊我、說、阿
51:15 求你使我嘴唇~開、我的口便
81:10 你要大大~口、我就給你充滿
88:15 我受你的驚恐、甚至慌~。
94: 4 一切作孽的人、都自己誇~。
104: 2 外袍．鋪~穹蒼、如鋪幔子．
104:28 來．你~手、他們飽得美食。
105:39 他鋪~雲彩當遮蓋、夜間使火
109: 2 已經~開攻擊我．他們用撒謊
119:131我~口而氣喘．因我切慕你的
145:16 你~手、使有生氣的都隨願飽
箴 8: 6 的話．我~嘴要論正直的事。
13: 3 生命．大~嘴的、必致敗亡。
13:16 事．愚昧人~揚自己的愚昧。
18: 6 愚昧人~嘴啟爭端、開口招鞭
20:19 事．大~嘴的不可與他結交。
31:20 他~手賙濟困苦人．伸手幫補
賽 5:14 陰間擴~其欲、開了無限量的

 9:12 他們~口要吞吃以色列．雖然
10:14 沒有~嘴的、也沒有鳴叫的。
21: 4 我心慌~、驚恐威嚇我、我所
26:15 得了榮耀、又擴~地的四境。
40:22 他鋪~穹蒼如幔子、展開諸天
42: 5 鋪~穹蒼、將地和地所出的一
44:24 是獨自鋪~諸天、鋪開大地的
45:12 我親手鋪~諸天、天上萬象也
48:13 我右手鋪~諸天、我一招呼便
51:13 卻忘記鋪~諸天、立定地基、
54: 2 要擴~你帳幕之地、張大你居
54: 2 ~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止
57: 4 向誰~口吐舌呢．你們豈不是
57: 8 又上去擴~床榻、與他們立約
耶 6: 1 禍、與大毀滅、從北方~望。
10:12 建立世界、用聰明鋪~穹蒼。
32:11 就是封緘的那一~、和敞著的
32:11 的那一張、和敞著的那一~、
32:14 和敞著的兩~契、放在瓦器裏
49: 4 誇~呢．為何倚靠財寶、說、
51:15 建立世界、用聰明鋪~穹蒼。
哀 2: 4 他~弓、好像仇敵．他站著舉
 2:16 都向你大大~口．他們嗤笑、
 3:12 他~弓將我當作箭靶子。
 3:46 的仇敵、都向我們大大~口。
結 1:22 水晶、鋪~在活物的頭以上。
 1:23 活物的翅膀直~、彼此相對．
21:22 ~口叫殺、揚聲吶喊、築壘造
40:39 這邊有兩~桌子、那邊有兩張
40:39 那邊有兩~桌子、在其上可以
40:40 這邊有兩~桌子、門廊那邊也
40:40 子、門廊那邊也有兩~桌子。
40:41 門這邊有四~桌子、那邊有四
40:41 那邊有四~桌子、共八張．在
40:41 共八~．在其上祭司宰殺犧牲
40:42 為燔祭牲有四~桌子、是鑿過
47:10 或作~〕網之處．那魚各從其
何 5: 1 網羅、在他泊山如鋪~的網。
摩 1:13 列的孕婦、擴~自己的境界。
亞 9:13 我拿以法蓮為~弓的箭．錫安
12: 1 鋪~諸天、建立地基、造人裏
徒25:23 亞基帕和百尼基大~威勢而來

林前 7: 4 妻子沒有權柄主~自己的身子
 7: 4 夫也沒有權柄主~自己的身子
13: 4 嫉妒．愛是不自誇．不~狂．

林後 6:11 口是~開的、心是寬宏的。
雅 4:16 現今你們竟以~狂誇口．凡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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