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准 圣经(94次)

新约(22次)
福音书(9)
历史书(8)
保罗书信(4)

马太福音(2) 马可福音(1) 路加福音(5) 约翰福音(1)
使徒行传(8)
罗马书(0) 哥林多前书(2) 哥林多后书(2) 加拉太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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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 zhǔn

普通书信(1) 希伯来书(0) 雅各书(0) 彼得前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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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律法书(8)
历史书(35)

预言书(0)

约书亚记(2) 士师记(3) 路得记(1) 撒母耳记上(4) 撒母耳记下(4) 列王记上(1) 列王记下(1) 历代
志上(0) 历代志下(3) 以斯拉记(6) 尼希米记(4) 以斯帖记(6)

创世纪(2) 出埃及记(0) 利未记(3) 民数记(0) 申命记(3)
旧约(72次)

以赛亚书(4) 耶利米书(5)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结书(4) 但以理书(4)
小先知书(7) 何西阿书(0) 约珥书(0) 阿摩司书(4)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1)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2)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18)
诗歌智慧书(4) 约伯记(1) 诗篇(2) 箴言(0) 传道书(1) 雅歌(0)

创23:18 都定~归与亚伯拉罕、乃是他
23:20 就借着赫人定~、归与亚伯拉
利25:24 的全地、也要~人将地赎回。
25:30 就定~永归买主世世代代为业
27:19 上五分之一、地就~定归他。
申13:14 ~有这可憎恶的事行在你们中
17: 4 ~有这可憎恶的事、行在以色
25:15 当用对~公平的法码、公平的
书 4:13 都~备打仗、在耶和华面前过
 8: 4 可离城太远、都要各自~备。
士 9:41 他弟兄、不~他们住在示剑。
11:17 他也不允~、以色列人就住在
11:37 有一件事求你允~．容我去两
得 3: 4 你看~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
撒上 1:17 色列的　神允~你向他所求的

20: 3 你父亲~知我在你眼前蒙恩．
23:23 所以要看~他藏匿的地方、回
25:35 ~了你的情面．你可以平平安

撒下 1:10 我~知他仆倒必不能活、就去
15: 7 求你~我往希伯仑去、还我向
17: 1 求你~我挑选一万二千人、今
19:37 求你~我回去、好死在我本城

王上15:22 不~一个推辞、吩咐他们将巴
王下21:13 我必用量撒玛利亚的~绳、和
代下23: 6 不~别人进耶和华的殿．惟独

23:19 事、不洁净的人都不~进去。
33:13 耶和华就允~他的祈求、垂听
拉 2:62 为不洁、不~供祭司的职任．
 3: 7 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允~的。
 5:13 他降旨允~建造　神的这殿。
 5:17 允~在耶路撒冷建造　神的殿
 7: 6 王允~他一切所求的、是因耶
 7:13 的、我降旨~他们与你同去。
尼 2: 7 省长、~我经过、直到犹大．
 2: 8 王就允~我、因我　神施恩的
 7:64 为不洁、不~供祭司的职任。
13:19 不过安息日不~开放．我又派
斯 1: 8 不~勉强人、因王吩咐宫里的
 1:19 不~瓦实提再到王面前、将他
 5: 8 ~我所求的、就请王带着哈曼
 8:11 谕旨中王~各省各城的犹大人
 9:13 求你~书珊的犹大人、明日也

 9:14 王便允~如此行．旨意传在书
伯38: 5 尺度．是谁把~绳拉在其上。
诗58: 7 他们瞅~射箭的时候、愿箭头
64: 3 毒的言语、好像比~了的箭．
传 8:12 然而我~知道、敬畏　神的、
赛 8:20 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他
28:17 我必以公平为~绳、以公义为
34:11 耶和华必将空虚的~绳、混沌
34:17 又亲手用~绳给他们分地、他
耶 6: 4 你们要~备攻击他、起来吧、
31:39 ~绳要往外量出、直到迦立山
37:20 ~我在你面前的恳求．不要使
42: 2 求你~我们在你面前祈求、为
46:14 自作~备．因为刀剑在你四围
哀 2: 8 他拉了~绳、不将手收回、定
结38: 7 都当~备．你自己也要准备、
38: 7 你自己也要~备、作他们的大
45:11 一、都以贺梅珥的大小为~。
47: 3 他手拿~绳往东出去的时候、
但 1:14 委办便允~他们这件事、试看
 2: 8 我~知道你们是故意迟延、因
 2:23 允~我们所求的、把王的事给
 2:45 这梦~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
摩 7: 7 有一道墙是按~绳建筑的、主
 7: 7 筑的、主手拿~绳站在其上。
 7: 8 看见~绳。主说、我要吊起准
 7: 8 我要吊起~绳在我民以色列中
弥 2: 5 的会中你必没有人拈阄拉~绳
亚 1:16 ~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
 2: 1 举目观看、见一人手拿~绳。
太14:36 只求耶稣~他们摸他的衣裳繸
18:16 的口作见证、句句都可定~。
可 5:13 耶稣~了他们．污鬼就出来、
路 8:32 ~他们进入猪里去．耶稣准了
 8:32 进入猪里去．耶稣~了他们。
14:18 必须去看看．请你~我辞了。
14:19 要去试一试．请你~我辞了。
18: 4 他多日不~．后来心里说、我
约19:38 彼拉多允~、他就把耶稣的身
徒 9: 2 都~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
17:26 并且预先定~他们的年限、和
21:39 的人、求你~我对百姓说话。

21:40 千夫长~了、保罗就站在台阶
26: 1 ~你为自己辩明。于是保罗伸
27: 3 ~他往朋友那里去、受他们的
27:43 不~他们任意而行、就吩咐会
28:16 保罗蒙~、和一个看守他的兵

林前 7: 6 原是~你们的、不是命你们的
14:34 因为不~他们说话．他们总要

林后 8: 4 ~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
13: 1 的口作见证、句句都要定~。

彼前 3:15 就要常作~备、以温柔敬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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