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垂 聖經(97次)

新約(4次)
福音書(1)
歷史書(1)
保羅書信(0)

馬太福音(1)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0)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1)
羅馬書(0) 哥林多前書(0) 哥林多後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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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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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1) 希伯來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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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歷史書(40)

預言書(1)

約書亞記(0) 士師記(0)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3) 撒母耳記下(3) 列王記上(14) 列王記下(0) 歷
代志上(0) 歷代志下(16)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4) 以斯帖記(0)

創世紀(1) 出埃及記(7) 利未記(6) 民數記(0) 申命記(1)
舊約(93次)

以賽亞書(5) 耶利米書(1) 耶利米哀歌(2) 以西結書(6) 但以理書(2)
小先知書(1) 何西阿書(0) 約珥書(0) 阿摩司書(1)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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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16)
詩歌智慧書(21) 約伯記(1) 詩篇(16) 箴言(0) 傳道書(0) 雅歌(4)

創21:33 罕在別是巴栽上一棵~絲柳樹
出17:11 何時~手、亞瑪力人就得勝。
26:12 的幔子所餘那~下來的半幅幔
26:12 幅幔子、要~在帳幕的後頭。
26:13 要~在帳幕的兩旁、遮蓋帳幕
26:33 要使幔子~在鉤子下、把法櫃
29:20 抹在亞倫的右耳~上、和他兒
29:20 和他兒子的右耳~上．又抹在
利 8:23 西把些血抹在亞倫的右耳~上
 8:24 把些血抹在他們的右耳~上、
14:14 抹在求潔淨人的右耳~上、和
14:17 抹在那求潔淨人的右耳~上、
14:25 抹在那求潔淨人的右耳~上、
14:28 抹些在那求潔淨人的右耳~上
申26:15 求你從天上你的聖所~看、賜
撒上 1:11 你若~顧婢女的苦情、眷念不

22: 6 坐在~絲柳樹下、手裏拿著槍
31:13 們骸骨葬在雅比的~絲柳樹下

撒下21:14 此後　神~聽國民所求的。
22:10 他又使天下~、親自降臨．有
24:25 如此耶和華~聽國民所求的、

王上 7:29 子和牛以下、有~下的瓔珞。
 8:28 和華我的　神~顧僕人的禱告
 8:29 求你~聽僕人向此處禱告的話
 8:30 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聽、垂
 8:30 你的居所垂聽、~聽而赦免。
 8:32 求你在天上~聽、判斷你的僕
 8:34 求你在天上~聽、赦免你民以
 8:36 求你在天上~聽、赦免你僕人
 8:39 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聽赦免
 8:43 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聽、照
 8:45 求你在天上~聽他們的禱告祈
 8:49 天上你的居所~聽他們的禱告
 8:52 論何時向你祈求、願你~聽。
 8:59 願耶和華我們的　神晝夜~念

代下 6:19 ~顧僕人的禱告祈求、俯聽僕
 6:20 求你~聽僕人向此處禱告的話
 6:21 求你從天上你的居所~聽、垂
 6:21 你的居所垂聽、~聽而赦免。
 6:23 求你從天上~聽、判斷你的僕
 6:25 求你從天上~聽、赦免你民以
 6:27 求你在天上~聽、赦免你僕人

 6:30 求你從天上你的居所~聽赦免
 6:33 求你從天上你的居所~聽、照
 6:35 求你從天上~聽他們的禱告祈
 6:39 天上你的居所~聽你民的禱告
 7:14 我必從天上~聽、赦免他們的
20: 9 你必~聽而拯救．因為你的名
30:20 耶和華~聽希西家的禱告、就
30:27 蒙　神~聽、他們的禱告、達
33:13 ~聽他的禱告、使他歸回耶路
尼 4: 4 求你~聽、因為我們被藐視．
 9: 9 ~聽他們在紅海邊的哀求、
 9:27 你就從天上~聽、照你的大憐
 9:28 你仍從天上~聽、屢次照你的
伯35:13 　神必不~聽、全能者也必不
詩 5: 2 求你~聽我呼求的聲音．因為
14: 2 耶和華從天上~看世人、要看
18: 9 他又使天下~、親自降臨．有
22:24 之人呼籲的時候、他就~聽。
27: 7 求你~聽．並求你憐恤我、應
28: 2 候、求你~聽我懇求的聲音。
34: 6 耶和華便~聽、救我脫離一切
40: 1 候耶和華．他~聽我的呼求。
53: 2 　神從天上~看世人、要看有
80:14 從天上~看、眷顧這葡萄樹、
84: 9 求你~顧觀看你受膏者的面。
86: 6 的禱告、~聽我懇求的聲音。
102:17 他~聽窮人的禱告、並不藐視
102:19 因為他從至高的聖所~看．耶
102:20 要~聽被囚之人的歎息．要釋
144: 5 求你使天下~、親自降臨．摸
歌 5:11 他的頭髮厚密纍~、黑如烏鴉
 7: 5 王的心因這下~的髮綹繫住了
 7: 7 如同其上的果子、纍纍下~。
 7: 8 好像葡萄纍纍下~、你鼻子的
賽 6: 1 他的衣裳~下、遮滿聖殿。
58: 5 豈是叫人~頭像葦子、用麻布
63:15 求你從天上~顧、從你聖潔榮
64: 9 求你~顧我們、我們都是你的
65:24 正說話的時候、我就~聽。
耶37:20 求你現在~聽、准我在你面前
哀 2:10 耶路撒冷的處女、~頭至地。
 3:50 直等耶和華~顧、從天觀看。

結 1:24 站住的時候、便將翅膀~下。
 1:25 站住的時候、便將翅膀~下。
13:18 給高矮之人作下~的頭巾、為
13:21 我也必撕裂你們下~的頭巾、
23:15 頭上有下~的裹頭巾、都是軍
30:25 法老的膀臂卻要下~、我將我
但 9:17 現在求你~聽僕人的祈禱懇求
 9:19 求主~聽、求主赦免、求主應
摩 2: 7 見窮人頭上所蒙的灰也都~涎
太 6: 7 他們以為話多了必蒙~聽。
徒10:31 已蒙~聽、你的賙濟、達到
來12:12 所以你們要把下~的手、發酸
啟 1:13 直~到腳、胸間束著金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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