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左 圣经(114次)

新约(14次)
福音书(12)
历史书(0)
保罗书信(1)

马太福音(7) 马可福音(3) 路加福音(2)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0)
罗马书(0) 哥林多前书(0) 哥林多后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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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 zuó

普通书信(0) 希伯来书(0) 雅各书(0) 彼得前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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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律法书(28)
历史书(48)

预言书(1)

约书亚记(4) 士师记(7)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4) 撒母耳记下(5) 列王记上(6) 列王记下(6) 历代
志上(3) 历代志下(11)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1) 以斯帖记(1)

创世纪(8) 出埃及记(9) 利未记(4) 民数记(2) 申命记(5)
旧约(100次)

以赛亚书(3) 耶利米书(1)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7) 但以理书(1)
小先知书(5) 何西阿书(0) 约珥书(1) 阿摩司书(0)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1) 弥迦书(0)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3)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12)
诗歌智慧书(7) 约伯记(1) 诗篇(1) 箴言(2) 传道书(1) 雅歌(2)

创13: 9 你向~、我就向右、你向右、
13: 9 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
14:15 又追到大马色~边的何把．
24:49 使我可以或向~、或向右。
45: 1 约瑟在~右站着的人面前、情
48:13 对着以色列的~手、玛拿西在
48:13 玛拿西在他的~手里、对着以
48:14 又剪搭过~手来、按在玛拿西
出 2:12 他~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
12: 7 在吃羊羔的房屋~右的门框上
12:22 和~右的门框上．你们谁也不
12:23 和~右的门框上、就必越过那
14:22 水在他们的~右作了墙垣。
14:29 水在他们的~右作了墙垣。
18:13 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右
18:14 姓从早到晚都站在你的~右呢
38:14 在门的~右各有帷子十五肘、
利14:15 取些、倒在自己的~手掌里．
14:16 蘸在~手的油里、在耶和华面
14:26 要把些油倒在自己的~手掌里
14:27 把~手里的油、在耶和华面前
民20:17 不偏~右、直到过了你的境界
22:26 处、~右都没有转折的地方。
申 2:27 经过、只走大道、不偏~右。
 5:32 的谨守遵行．不可偏离~右。
17:11 你的判语、你不可偏离~右。
17:20 偏~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
28:13 不偏~右、也不随从事奉别神
书 1: 7 不可偏离~右、使你无论往那
 8:20 他们就无力向~向右逃跑．那
19:27 尼业、也通到迦步勒的~边．
23: 6 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右。
士 3:15 他是~手便利的．以色列人托
 3:19 于是~右侍立的人都退去了。
 3:21 以笏便伸~手、从右腿上拔出
 5:26 雅亿~手拿着帐棚的橛子、右
 7:20 ~手拿着火把、右手拿着角、
16:29 ~手抱一根、右手抱一根、
20:16 都是~手便利的、能用机弦甩

撒上 6:12 不偏~右．非利士的首领跟在
22: 6 众臣仆侍立在~右。扫罗听见
22: 7 就对~右侍立的臣仆说、便雅

22:17 王就吩咐~右的侍卫说、你们
撒下 2:19 押尼珥、直追赶他不偏~右。

 2:21 你或转向~、转向右、拿住一
14:19 不偏~右．是王的仆人约押吩
16: 6 众民和勇士都在王的~右。
20: 9 约押~手拾起刀来、对亚玛撒

王上 7:21 ~边立一根、起名叫波阿斯。
 7:39 五个放在殿门的~边．又将海
 7:49 ~边五个、并其上的金花、灯
10:20 ~边一个、右边一个．在列国
22:19 天上的万军侍立在他~右．
22:43 不偏离~右、行耶和华眼中看

王下 2: 8 水就~右分开、二人走干地而
 2:14 水也~右分开、以利沙就过来
11:11 从殿右直到殿~、站在王子的
11:14 夫长和吹号的人侍立在王~右
22: 2 大卫一切所行的、不偏~右。
23: 8 约书亚门前、进城门的~边。

代上 6:44 在他们~边供职的、有以探、
12: 2 能用~右两手甩石射箭．都是
18:17 卫的众子都在王的~右作领袖

代下 3:17 一根在~边．右边的起名叫雅
 3:17 雅斤、~边的起名叫波阿斯。
 4: 6 五个放在~边．献燔祭所用之
 4: 7 五个在右边、五个在~边。
 4: 8 五张在~边。又造一百个金碗
 9:19 ~边一个、右边一个．在列国
18:18 天上的万军侍立在他~右。
20:32 不偏~右、行耶和华眼中看为
23:10 从殿右直到殿~、站在王子的
23:13 夫长和吹号的人侍立在王~右
34: 2 他祖大卫所行的、不偏~右。
尼 8: 4 和米书兰、站在他的~边。
斯 1:13 在王~右常见王面、国中坐高
伯23: 9 他在~边行事、我却不能看见
诗89:25 我要使他的~手伸到海上、右
箴 3:16 他右手有长寿．~手有富贵。
 4:27 不可偏向~右．要使你的脚离
传10: 2 的心居右．愚昧人的心居~。
歌 2: 6 他的~手在我头下、他的右手
 8: 3 他的~手必在我头下、他的右
赛 9:20 ~边吞吃、仍不饱足．各人吃

30:21 你或向~、或向右、你必听见
54: 3 因为你要向~向右开展．你的
耶36:21 和王~右侍立的众首领听。
结 1:10 ~面各有牛的脸、后面各有鹰
 4: 4 你要向~侧卧、承当以色列家
 4: 4 要按你向~侧卧的日数、担当
 4: 5 定为你向~侧卧的日数、就是
16:46 他和他的众女住在你~边．你
21:16 摆在~边、你面向那方、就向
39: 3 我必从你~手打落你的弓、从
但12: 7 向天举起~右手、指着活到永
珥 2: 8 其路．直闯兵器、不偏~右。
拿 4:11 其中不能分辨~手右手的有十
亚 4: 3 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边。
 4:11 这灯台~右的两棵橄榄树、是
12: 6 他们必~右烧灭四围列国的民
太 5:39 脸、连~脸也转过来由他打。
 6: 3 不要叫~手知道右手所作的．
20:21 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边。
20:23 只是坐在我的~右、不是我可
25:33 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边。
25:41 王又要向那~边的说、你们这
27:38 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边。
可10:37 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边。
10:40 只是坐在我的~右、不是我可
15:27 一个在~边。〔有古卷在此有
路22:49 ~右的人见光景不好、就说、
23:33 一个在~边、一个在右边。

林后 6: 7 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在右．
启10: 2 的．他右脚踏海、~脚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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