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垂 圣经(97次)

新约(4次)
福音书(1)
历史书(1)
保罗书信(0)

马太福音(1)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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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垂 chu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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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历史书(40)

预言书(1)

约书亚记(0) 士师记(0)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3) 撒母耳记下(3) 列王记上(14) 列王记下(0) 历
代志上(0) 历代志下(16)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4) 以斯帖记(0)

创世纪(1) 出埃及记(7) 利未记(6) 民数记(0) 申命记(1)
旧约(93次)

以赛亚书(5) 耶利米书(1) 耶利米哀歌(2) 以西结书(6) 但以理书(2)
小先知书(1) 何西阿书(0) 约珥书(0) 阿摩司书(1)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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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16)
诗歌智慧书(21) 约伯记(1) 诗篇(16) 箴言(0) 传道书(0) 雅歌(4)

创21:33 罕在别是巴栽上一棵~丝柳树
出17:11 何时~手、亚玛力人就得胜。
26:12 的幔子所余那~下来的半幅幔
26:12 幅幔子、要~在帐幕的后头。
26:13 要~在帐幕的两旁、遮盖帐幕
26:33 要使幔子~在钩子下、把法柜
29:20 抹在亚伦的右耳~上、和他儿
29:20 和他儿子的右耳~上．又抹在
利 8:23 西把些血抹在亚伦的右耳~上
 8:24 把些血抹在他们的右耳~上、
14:14 抹在求洁净人的右耳~上、和
14:17 抹在那求洁净人的右耳~上、
14:25 抹在那求洁净人的右耳~上、
14:28 抹些在那求洁净人的右耳~上
申26:15 求你从天上你的圣所~看、赐
撒上 1:11 你若~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

22: 6 坐在~丝柳树下、手里拿着枪
31:13 们骸骨葬在雅比的~丝柳树下

撒下21:14 此后　神~听国民所求的。
22:10 他又使天下~、亲自降临．有
24:25 如此耶和华~听国民所求的、

王上 7:29 子和牛以下、有~下的璎珞。
 8:28 和华我的　神~顾仆人的祷告
 8:29 求你~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
 8:30 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听、垂
 8:30 你的居所垂听、~听而赦免。
 8:32 求你在天上~听、判断你的仆
 8:34 求你在天上~听、赦免你民以
 8:36 求你在天上~听、赦免你仆人
 8:39 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听赦免
 8:43 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听、照
 8:45 求你在天上~听他们的祷告祈
 8:49 天上你的居所~听他们的祷告
 8:52 论何时向你祈求、愿你~听。
 8:59 愿耶和华我们的　神昼夜~念

代下 6:19 ~顾仆人的祷告祈求、俯听仆
 6:20 求你~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
 6:21 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听、垂
 6:21 你的居所垂听、~听而赦免。
 6:23 求你从天上~听、判断你的仆
 6:25 求你从天上~听、赦免你民以
 6:27 求你在天上~听、赦免你仆人

 6:30 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听赦免
 6:33 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听、照
 6:35 求你从天上~听他们的祷告祈
 6:39 天上你的居所~听你民的祷告
 7:14 我必从天上~听、赦免他们的
20: 9 你必~听而拯救．因为你的名
30:20 耶和华~听希西家的祷告、就
30:27 蒙　神~听、他们的祷告、达
33:13 ~听他的祷告、使他归回耶路
尼 4: 4 求你~听、因为我们被藐视．
 9: 9 ~听他们在红海边的哀求、
 9:27 你就从天上~听、照你的大怜
 9:28 你仍从天上~听、屡次照你的
伯35:13 　神必不~听、全能者也必不
诗 5: 2 求你~听我呼求的声音．因为
14: 2 耶和华从天上~看世人、要看
18: 9 他又使天下~、亲自降临．有
22:24 之人呼吁的时候、他就~听。
27: 7 求你~听．并求你怜恤我、应
28: 2 候、求你~听我恳求的声音。
34: 6 耶和华便~听、救我脱离一切
40: 1 候耶和华．他~听我的呼求。
53: 2 　神从天上~看世人、要看有
80:14 从天上~看、眷顾这葡萄树、
84: 9 求你~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
86: 6 的祷告、~听我恳求的声音。
102:17 他~听穷人的祷告、并不藐视
102:19 因为他从至高的圣所~看．耶
102:20 要~听被囚之人的叹息．要释
144: 5 求你使天下~、亲自降临．摸
歌 5:11 他的头发厚密累~、黑如乌鸦
 7: 5 王的心因这下~的发绺系住了
 7: 7 如同其上的果子、累累下~。
 7: 8 好像葡萄累累下~、你鼻子的
赛 6: 1 他的衣裳~下、遮满圣殿。
58: 5 岂是叫人~头像苇子、用麻布
63:15 求你从天上~顾、从你圣洁荣
64: 9 求你~顾我们、我们都是你的
65:24 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听。
耶37:20 求你现在~听、准我在你面前
哀 2:10 耶路撒冷的处女、~头至地。
 3:50 直等耶和华~顾、从天观看。

结 1:24 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下。
 1:25 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下。
13:18 给高矮之人作下~的头巾、为
13:21 我也必撕裂你们下~的头巾、
23:15 头上有下~的裹头巾、都是军
30:25 法老的膀臂却要下~、我将我
但 9:17 现在求你~听仆人的祈祷恳求
 9:19 求主~听、求主赦免、求主应
摩 2: 7 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涎
太 6: 7 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听。
徒10:31 已蒙~听、你的赒济、达到
来12:12 所以你们要把下~的手、发酸
启 1:13 直~到脚、胸间束着金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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