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左 聖經(114次)

新約(14次)
福音書(12)
歷史書(0)
保羅書信(1)

馬太福音(7) 馬可福音(3) 路加福音(2)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0)
羅馬書(0) 哥林多前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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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 zuó

普通書信(0) 希伯來書(0) 雅各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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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律法書(28)
歷史書(48)

預言書(1)

約書亞記(4) 士師記(7)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4) 撒母耳記下(5) 列王記上(6) 列王記下(6) 歷代
志上(3) 歷代志下(11)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1) 以斯帖記(1)

創世紀(8) 出埃及記(9) 利未記(4) 民數記(2) 申命記(5)
舊約(100次)

以賽亞書(3) 耶利米書(1)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7) 但以理書(1)
小先知書(5) 何西阿書(0) 約珥書(1) 阿摩司書(0)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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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12)
詩歌智慧書(7) 約伯記(1) 詩篇(1) 箴言(2) 傳道書(1) 雅歌(2)

創13: 9 你向~、我就向右、你向右、
13: 9 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
14:15 又追到大馬色~邊的何把．
24:49 使我可以或向~、或向右。
45: 1 約瑟在~右站著的人面前、情
48:13 對著以色列的~手、瑪拿西在
48:13 瑪拿西在他的~手裏、對著以
48:14 又剪搭過~手來、按在瑪拿西
出 2:12 他~右觀看、見沒有人、就把
12: 7 在吃羊羔的房屋~右的門框上
12:22 和~右的門框上．你們誰也不
12:23 和~右的門框上、就必越過那
14:22 水在他們的~右作了牆垣。
14:29 水在他們的~右作了牆垣。
18:13 姓從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右
18:14 姓從早到晚都站在你的~右呢
38:14 在門的~右各有帷子十五肘、
利14:15 取些、倒在自己的~手掌裏．
14:16 蘸在~手的油裏、在耶和華面
14:26 要把些油倒在自己的~手掌裏
14:27 把~手裏的油、在耶和華面前
民20:17 不偏~右、直到過了你的境界
22:26 處、~右都沒有轉折的地方。
申 2:27 經過、只走大道、不偏~右。
 5:32 的謹守遵行．不可偏離~右。
17:11 你的判語、你不可偏離~右。
17:20 偏~偏右、離了這誡命．這樣
28:13 不偏~右、也不隨從事奉別神
書 1: 7 不可偏離~右、使你無論往那
 8:20 他們就無力向~向右逃跑．那
19:27 尼業、也通到迦步勒的~邊．
23: 6 上的一切話．不可偏離~右。
士 3:15 他是~手便利的．以色列人託
 3:19 於是~右侍立的人都退去了。
 3:21 以笏便伸~手、從右腿上拔出
 5:26 雅億~手拿著帳棚的橛子、右
 7:20 ~手拿著火把、右手拿著角、
16:29 ~手抱一根、右手抱一根、
20:16 都是~手便利的、能用機弦甩

撒上 6:12 不偏~右．非利士的首領跟在
22: 6 眾臣僕侍立在~右。掃羅聽見
22: 7 就對~右侍立的臣僕說、便雅

22:17 王就吩咐~右的侍衛說、你們
撒下 2:19 押尼珥、直追趕他不偏~右。

 2:21 你或轉向~、轉向右、拿住一
14:19 不偏~右．是王的僕人約押吩
16: 6 眾民和勇士都在王的~右。
20: 9 約押~手拾起刀來、對亞瑪撒

王上 7:21 ~邊立一根、起名叫波阿斯。
 7:39 五個放在殿門的~邊．又將海
 7:49 ~邊五個、並其上的金花、燈
10:20 ~邊一個、右邊一個．在列國
22:19 天上的萬軍侍立在他~右．
22:43 不偏離~右、行耶和華眼中看

王下 2: 8 水就~右分開、二人走乾地而
 2:14 水也~右分開、以利沙就過來
11:11 從殿右直到殿~、站在王子的
11:14 夫長和吹號的人侍立在王~右
22: 2 大衛一切所行的、不偏~右。
23: 8 約書亞門前、進城門的~邊。

代上 6:44 在他們~邊供職的、有以探、
12: 2 能用~右兩手甩石射箭．都是
18:17 衛的眾子都在王的~右作領袖

代下 3:17 一根在~邊．右邊的起名叫雅
 3:17 雅斤、~邊的起名叫波阿斯。
 4: 6 五個放在~邊．獻燔祭所用之
 4: 7 五個在右邊、五個在~邊。
 4: 8 五張在~邊。又造一百個金碗
 9:19 ~邊一個、右邊一個．在列國
18:18 天上的萬軍侍立在他~右。
20:32 不偏~右、行耶和華眼中看為
23:10 從殿右直到殿~、站在王子的
23:13 夫長和吹號的人侍立在王~右
34: 2 他祖大衛所行的、不偏~右。
尼 8: 4 和米書蘭、站在他的~邊。
斯 1:13 在王~右常見王面、國中坐高
伯23: 9 他在~邊行事、我卻不能看見
詩89:25 我要使他的~手伸到海上、右
箴 3:16 他右手有長壽．~手有富貴。
 4:27 不可偏向~右．要使你的腳離
傳10: 2 的心居右．愚昧人的心居~。
歌 2: 6 他的~手在我頭下、他的右手
 8: 3 他的~手必在我頭下、他的右
賽 9:20 ~邊吞吃、仍不飽足．各人吃

30:21 你或向~、或向右、你必聽見
54: 3 因為你要向~向右開展．你的
耶36:21 和王~右侍立的眾首領聽。
結 1:10 ~面各有牛的臉、後面各有鷹
 4: 4 你要向~側臥、承當以色列家
 4: 4 要按你向~側臥的日數、擔當
 4: 5 定為你向~側臥的日數、就是
16:46 他和他的眾女住在你~邊．你
21:16 擺在~邊、你面向那方、就向
39: 3 我必從你~手打落你的弓、從
但12: 7 向天舉起~右手、指著活到永
珥 2: 8 其路．直闖兵器、不偏~右。
拿 4:11 其中不能分辨~手右手的有十
亞 4: 3 的右邊、一棵在燈盞的~邊。
 4:11 這燈臺~右的兩棵橄欖樹、是
12: 6 他們必~右燒滅四圍列國的民
太 5:39 臉、連~臉也轉過來由他打。
 6: 3 不要叫~手知道右手所作的．
20:21 在你右邊、一個坐在你~邊。
20:23 只是坐在我的~右、不是我可
25:33 羊安置在右邊、山羊在~邊。
25:41 王又要向那~邊的說、你們這
27:38 架、一個在右邊一個在~邊。
可10:37 在你右邊、一個坐在你~邊。
10:40 只是坐在我的~右、不是我可
15:27 一個在~邊。〔有古卷在此有
路22:49 ~右的人見光景不好、就說、
23:33 一個在~邊、一個在右邊。

林後 6: 7 大能．仁義的兵器在~在右．
啟10: 2 的．他右腳踏海、~腳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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