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床 圣经(80次)

新约(8次)
福音书(5)
历史书(1)
保罗书信(0)

马太福音(0) 马可福音(2) 路加福音(3)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1)
罗马书(0) 哥林多前书(0) 哥林多后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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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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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1) 希伯来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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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历史书(23)

预言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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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4) 出埃及记(2) 利未记(6) 民数记(0) 申命记(1)
旧约(72次)

以赛亚书(6) 耶利米书(0)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3) 但以理书(6)
小先知书(4) 何西阿书(1) 约珥书(0) 阿摩司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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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15)
诗歌智慧书(17) 约伯记(4) 诗篇(8) 箴言(3) 传道书(0) 雅歌(2)

创47:31 于是以色列在~头上〔或作扶
48: 2 以色列就勉强在~上坐起来。
49: 4 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污秽
49:33 就把脚收在~上、气绝而死、
出 8: 3 上你的~榻、进你臣仆的房屋
21:18 且不至于死、不过躺卧在~、
利15: 4 他所躺的~、都为不洁净、所
15: 5 凡摸那~的、必不洁净到晚上
15:21 凡摸他~的、必不洁净到晚上
15:23 在女人的~上、或在他坐的物
15:24 净．所躺的~、也为不洁净。
15:26 他在患漏症的日子所躺的~、
申 3:11 他的~是铁的、长九肘、宽四
撒上19:13 放在~上、头枕在山羊毛装的

19:15 当连~将他抬来、我好杀他。
19:16 看见~上有神像、头枕在山羊
28:23 话、从地上起来、坐在~上。

撒下 4: 7 伊施波设正在卧房里躺在~上
 4:11 何况恶人将义人杀在他的~上
11: 2 大卫从~上起来、在王宫的平
13: 5 你不如躺在~上装病．你父亲

王上 1:47 更大．王就在~上屈身下拜。
17:19 住的楼中、放在自己的~上．
21: 4 躺在~上、转脸向内、也不吃

王下 1: 4 你必不下你所上的~、必定要
 1: 6 所以你必不下所上的~、必定
 1:16 所以你必不下所上的~、必定
 4:10 在其中安放~榻、桌子、椅子
 4:21 将他放在神人的~上、关上门
 4:32 孩子死了、放在自己的~上。
 4:34 上~伏在孩子身上、口对口、

代上 5: 1 因他污秽了父亲的~、他长子
代下16:14 放在~上、其床堆满各样馨香

16:14 其~堆满各样馨香的香料、就
24:25 杀他在~上、葬他在大卫城．
斯 1: 6 有金银的~榻、摆在红白黄黑
伯 7:13 我的~必安慰我、我的榻必解
29:17 我打破不义之人的牙~、从他
33:15 人躺在~上沉睡的时候　神就
33:19 人在~上被惩治、骨头中不住
诗 4: 4 在~上的时候、要心里思想、
 6: 6 把~榻漂起、把褥子湿透。

22:15 我的舌头贴在我牙~上．你将
36: 4 他在~上图谋罪孽、定意行不
41: 3 他在病中、你必给他铺~。
63: 5 我在~上记念你、在夜更的时
132: 3 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榻．
149: 5 耀高兴．愿他们在~上欢呼。
箴 7:16 线织的花纹布、铺了我的~。
22:27 何必使人夺去你睡卧的~呢。
26:14 动、懒惰人在~上也是如此。
歌 1:16 丽可爱、我们以青草为~榻、
 3: 1 我夜间躺卧在~上、寻找我心
赛24:20 好像吊~．罪过在其上沉重、
28:20 原来~榻短、使人不能舒身．
57: 2 在坟里〔原文作~上〕安歇。
57: 7 你在高而又高的山上安设~榻
57: 8 又上去扩张~榻、与他们立约
57: 8 你在那里看见他们的~、就甚
结23:17 来登他爱情的~与他行淫玷污
23:41 坐在华美的~上、前面摆设桌
32:25 的群众在被杀的人中设立~榻
但 2:28 和你在~上脑中的异象是这样
 2:29 你在~上想到后来的事、那显
 4: 5 我在~上的思念、并脑中的异
 4:10 我在~上脑中的异象是这样．
 4:13 我在~上脑中的异象、见有一
 7: 1 但以理在~上作梦、见了脑中
何 7:14 乃在~上呼号．他们为求五谷
摩 3:12 色列人躺卧在~角上或铺绣花
 6: 4 你们躺卧在象牙~上、舒身在
弥 2: 1 那些在~上图谋罪孽造作奸恶
可 4:21 ~底下、不放在灯台上么。
 7:30 见小孩子躺在~上、鬼已经出
路 8:16 或放在~底下、乃是放在灯台
11: 7 孩子们也同我在~上了．我不
17:34 两个人在一个~上．要取去一
徒 5:15 放在~上、或褥子上、指望彼
来13: 4 ~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
启 2:22 我要叫他病卧在~、那些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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