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准 聖經(94次)

新約(22次)
福音書(9)
歷史書(8)
保羅書信(4)

馬太福音(2) 馬可福音(1) 路加福音(5) 約翰福音(1)
使徒行傳(8)
羅馬書(0) 哥林多前書(2) 哥林多後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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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 zhǔn

普通書信(1) 希伯來書(0) 雅各書(0) 彼得前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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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歷史書(35)

預言書(0)

約書亞記(2) 士師記(3) 路得記(1) 撒母耳記上(4) 撒母耳記下(4) 列王記上(1) 列王記下(1) 歷代
志上(0) 歷代志下(3) 以斯拉記(6) 尼希米記(4) 以斯帖記(6)

創世紀(2) 出埃及記(0) 利未記(3) 民數記(0) 申命記(3)
舊約(72次)

以賽亞書(4) 耶利米書(5)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結書(4) 但以理書(4)
小先知書(7) 何西阿書(0) 約珥書(0) 阿摩司書(4)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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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詩歌智慧書(4) 約伯記(1) 詩篇(2) 箴言(0) 傳道書(1) 雅歌(0)

創23:18 都定~歸與亞伯拉罕、乃是他
23:20 就藉著赫人定~、歸與亞伯拉
利25:24 的全地、也要~人將地贖回。
25:30 就定~永歸買主世世代代為業
27:19 上五分之一、地就~定歸他。
申13:14 ~有這可憎惡的事行在你們中
17: 4 ~有這可憎惡的事、行在以色
25:15 當用對~公平的法碼、公平的
書 4:13 都~備打仗、在耶和華面前過
 8: 4 可離城太遠、都要各自~備。
士 9:41 他弟兄、不~他們住在示劍。
11:17 他也不允~、以色列人就住在
11:37 有一件事求你允~．容我去兩
得 3: 4 你看~他睡的地方、就進去掀
撒上 1:17 色列的　神允~你向他所求的

20: 3 你父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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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往希伯崙去、還我向
17: 1 求你~我挑選一萬二千人、今
19:37 求你~我回去、好死在我本城

王上15:22 不~一個推辭、吩咐他們將巴
王下21:13 我必用量撒瑪利亞的~繩、和
代下23: 6 不~別人進耶和華的殿．惟獨

23:19 事、不潔淨的人都不~進去。
33:13 耶和華就允~他的祈求、垂聽
拉 2:62 為不潔、不~供祭司的職任．
 3: 7 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允~的。
 5:13 他降旨允~建造　神的這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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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與你同去。
尼 2: 7 省長、~我經過、直到猶大．
 2: 8 王就允~我、因我　神施恩的
 7:64 為不潔、不~供祭司的職任。
13:19 不過安息日不~開放．我又派
斯 1: 8 不~勉強人、因王吩咐宮裏的
 1:19 不~瓦實提再到王面前、將他
 5: 8 ~我所求的、就請王帶著哈曼
 8:11 諭旨中王~各省各城的猶大人
 9:13 求你~書珊的猶大人、明日也

 9:14 王便允~如此行．旨意傳在書
伯38: 5 尺度．是誰把~繩拉在其上。
詩58: 7 他們瞅~射箭的時候、願箭頭
64: 3 毒的言語、好像比~了的箭．
傳 8:12 然而我~知道、敬畏　神的、
賽 8:20 人當以訓誨和法度為標~．他
28:17 我必以公平為~繩、以公義為
34:11 耶和華必將空虛的~繩、混沌
34:17 又親手用~繩給他們分地、他
耶 6: 4 你們要~備攻擊他、起來吧、
31:39 ~繩要往外量出、直到迦立山
37:20 ~我在你面前的懇求．不要使
42: 2 求你~我們在你面前祈求、為
46:14 自作~備．因為刀劍在你四圍
哀 2: 8 他拉了~繩、不將手收回、定
結38: 7 都當~備．你自己也要準備、
38: 7 你自己也要~備、作他們的大
45:11 一、都以賀梅珥的大小為~。
47: 3 他手拿~繩往東出去的時候、
但 1:14 委辦便允~他們這件事、試看
 2: 8 我~知道你們是故意遲延、因
 2:23 允~我們所求的、把王的事給
 2:45 這夢~是這樣、這講解也是確
摩 7: 7 有一道牆是按~繩建築的、主
 7: 7 築的、主手拿~繩站在其上。
 7: 8 看見~繩。主說、我要吊起準
 7: 8 我要吊起~繩在我民以色列中
彌 2: 5 的會中你必沒有人拈鬮拉~繩
亞 1:16 ~繩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這
 2: 1 舉目觀看、見一人手拿~繩。
太14:36 只求耶穌~他們摸他的衣裳繸
18:16 的口作見證、句句都可定~。
可 5:13 耶穌~了他們．污鬼就出來、
路 8:32 ~他們進入豬裏去．耶穌准了
 8:32 進入豬裏去．耶穌~了他們。
14:18 必須去看看．請你~我辭了。
14:19 要去試一試．請你~我辭了。
18: 4 他多日不~．後來心裏說、我
約19:38 彼拉多允~、他就把耶穌的身
徒 9: 2 都~他捆綁帶到耶路撒冷。
17:26 並且預先定~他們的年限、和
21:39 的人、求你~我對百姓說話。

21:40 千夫長~了、保羅就站在臺階
26: 1 ~你為自己辯明。於是保羅伸
27: 3 ~他往朋友那裏去、受他們的
27:43 不~他們任意而行、就吩咐會
28:16 保羅蒙~、和一個看守他的兵

林前 7: 6 原是~你們的、不是命你們的
14:34 因為不~他們說話．他們總要

林後 8: 4 ~他們在這供給聖徒的恩情上
13: 1 的口作見證、句句都要定~。

彼前 3:15 就要常作~備、以溫柔敬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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