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 圣经(95次)

新约(37次)
福音书(21)
历史书(3)
保罗书信(7)

马太福音(13) 马可福音(1) 路加福音(6) 约翰福音(1)
使徒行传(3)
罗马书(0) 哥林多前书(4) 哥林多后书(2) 加拉太书(0) 以弗所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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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 zuì

普通书信(6) 希伯来书(1) 雅各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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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历史书(10)

预言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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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6) 出埃及记(0) 利未记(0) 民数记(2) 申命记(3)
旧约(58次)

以赛亚书(1) 耶利米书(9)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7) 但以理书(1)
小先知书(8) 何西阿书(1) 约珥书(0) 阿摩司书(2) 俄巴底亚书(1) 约拿书(1) 弥迦书(2)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1)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18)
诗歌智慧书(11) 约伯记(0) 诗篇(8) 箴言(2) 传道书(1) 雅歌(0)

创23: 6 只管在我们~好的坟地里埋葬
24: 2 罕对管理他全业~老的仆人说
34:19 在他父亲家中也是人~尊重的
43:11 土产中~好的乳香、蜂蜜、香
47: 6 亲和你弟兄住在国中~好的地
47:11 把埃及国~好的地、就是兰塞
民11:33 用~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
27:11 他的产业给他族中~近的亲属
申 7: 7 的人数、在万民中是~少的。
21: 3 看那城离被杀的人~近、那城
21: 6 就是离被杀的人~近的、要在
书14:15 亚巴是亚衲族中~尊大的人．
撒上 8:14 也必取你们~好的田地、葡萄

15:21 取了~好的牛羊、要在吉甲献
17:14 大卫是~小的．那三个大儿子

撒下23:19 是~尊贵的．所以作他们的首
王上20: 3 你妻子儿女中~美的也要归我

21:26 行了~可憎恶的事、信从偶像
王下18:24 打败我主臣仆中~小的军长呢

25:12 但护卫长留下些民中~穷的、
代上11:21 他在这三个勇士里是~尊贵的
诗16: 3 们又美又善、是我~喜悦的。
39: 5 各人~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
43: 4 到我~喜乐的　神那里．　神
89:27 为长子、为世上~高的君王。
93: 5 你的法度~的确．你的殿永称
137: 6 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喜乐的
147: 5 ~有能力．他的智慧、无法测
147:15 发命在地．他的话颁行~快。
箴14:20 舍也恨他．富足人朋友~多。
30:30 就是狮子乃百兽中~为猛烈、
传 7:24 远、而且~深、谁能测透呢。
赛36: 9 打败我主臣仆中~小的军长呢
耶 6:13 因为他们从~小的到至大的、
 8:10 因为他们从~小的到至大的、
31:34 因为他们从~小的、到至大的
42: 1 从~小的、到至大的、都进前
42: 8 从~小的、到至大的、都叫了
44:12 从~小的、到至大的、都必遭
49:15 我使你在列国中为~小、在世
52:15 卫长尼布撒拉旦将民中~穷的
52:16 尼布撒拉旦留下些民中~穷的

结 7:24 我必使列国中~恶的人来占据
23: 7 就与亚述人中~美的男子放纵
24: 5 取羊群中~好的、将柴堆在锅
26:17 在海上为~坚固的、平日你和
29:15 必为列国中~低微的、也不再
31:16 利巴嫩得水滋润~佳最美的树
31:16 利巴嫩得水滋润最佳~美的树
但11:39 攻破~坚固的保障．凡承认他
何 4:18 他们的官长~爱羞耻的事。
摩 2:16 勇士中~有胆量的、必赤身逃
 6: 1 人~著名、且为以色列家所归
俄 1: 2 我使你以东在列国中为~小的
拿 3: 5 从~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
弥 7: 4 他们~好的、不过是蒺藜．最
 7: 4 ~正直的、不过是荆棘篱笆。
亚11: 7 就是群中~困苦的羊。我拿着
太 2: 6 并不是~小的．因为将来有一
 4: 8 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高的山
 5:19 何人废掉这诫命中~小的一条
 5:19 他在天国要称为~小的．但无
11:11 然而天国里~小的、比他还大
13: 5 上的．土既不深、发苗~快．
13:32 这原是百种里~小的．等到长
18: 1 耶稣说、天国里谁是~大的。
18: 4 的、他在天国里就是~大的。
22:36 的诫命、那一条是~大的呢。
22:38 诫命中的第一、且是~大的。
25:40 在我这弟兄中一个~小的身上
25:45 在我这弟兄中一个~小的身上
可 4: 5 上的、土既不深、发苗~快．
路 7:28 然而　神国里~小的比他还大
 9:48 你们中间~小的、他便为大。
12:26 这~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作
16:10 人在~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
16:10 在~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
19:17 你既在~小的事上有忠心、可
约 7:37 就是~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
徒18:24 ~能讲解圣经。〔学问或作口
20:38 叫他们~伤心的、就是他说、
26: 5 是按着我们教中~严紧的教门

林前 6: 2 道你们不配审判这~小的事么
12:31 我现今把~妙的道指示你们。

13:13 这三样、其中~大的是爱。
15: 9 我原是使徒中~小的、不配称

林后11: 5 一点不在那些~大的使徒以下
12:11 一件事在那些~大的使徒以下
弗 3: 8 我本来比众圣徒中~小的还小
来 8:11 因为他们从~小的到至大的、
雅 3: 5 舌头在百体里也是~小的、却
 3: 5 ~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
 3: 5 小的火、能点着~大的树林．
 5:12 ~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

彼前 4: 8 ~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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