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搭 圣经(106次)

新约(14次)
福音书(6)
历史书(2)
保罗书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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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 dā

普通书信(4) 希伯来书(1) 雅各书(0) 彼得前书(0) 彼得后书(2) 约翰壹书(0)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1)
启示录(0)

律法书(21)
历史书(13)

预言书(0)

约书亚记(0) 士师记(3)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0) 撒母耳记下(3) 列王记上(1) 列王记下(0) 历代
志上(2) 历代志下(1)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3) 以斯帖记(0)

创世纪(12) 出埃及记(4) 利未记(0) 民数记(3) 申命记(2)
旧约(92次)

以赛亚书(1) 耶利米书(9)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5) 但以理书(1)
小先知书(5) 何西阿书(1) 约珥书(0) 阿摩司书(0) 俄巴底亚书(1) 约拿书(1) 弥迦书(1)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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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约伯记(5) 诗篇(32) 箴言(0) 传道书(0) 雅歌(0)

创 9:23 拿件衣服~在肩上、倒退着进
12: 8 支~帐棚．西边是伯特利、东
13: 3 就是从前支~帐棚的地方、
21:14 ~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
26:17 在基拉耳谷支~帐棚、住在那
26:25 并且支~帐棚．他的仆人便在
31:25 雅各在山上支~帐棚．拉班和
31:25 兄、也在基列山上支~帐棚。
33:17 又为牲畜~棚．因此那地方名
33:18 的示剑城、在城东支~帐棚。
35:21 往、在以得台那边支~帐棚。
48:14 又剪~过左手来、按在玛拿西
出18: 8 并耶和华怎样~救他们、都述
28:14 把这拧成的链子~在二槽上。
33: 7 摩西素常将帐棚支~在营外、
40:19 在帐幕以上~罩棚、把罩棚的
民 1:51 将支~的时候、利未人要竖起
 1:52 以色列人支~帐棚、要照他们
21:13 在摩押和亚摩利人~界的地方
申28:29 遭遇欺压、抢夺、无人~救。
28:31 你的羊归了仇敌、无人~救。
士 4:11 撒拿音的橡树旁、支~帐棚。
18:28 并无人~救、因为离西顿远、
19:27 在房门前、两手~在门槛上。

撒下 6:17 就是在大卫所~的帐幕里．大
16:22 支~帐棚．押沙龙在以色列众
21:10 在磐石上~棚、从动手收割的

王上19:19 将自己的外衣~在他身上．
代上15: 1 的约柜预备地方、支~帐幕。

16: 1 安放在大卫所~的帐幕里、就
代下 1: 4 在耶路撒冷为约柜支~了帐幕
尼 8:15 枝子取来、照着所写的~棚。
 8:16 或以法莲门的宽阔处~棚。
 8:17 掳到之地归回的全会众就~棚
伯 5: 4 在城门口被压、并无人~救。
22:30 　神且要~救他．他因你手中
27:18 作窝、又如守望者所~的棚。
39:27 在高处~窝、岂是听你的吩咐
41: 6 ~伙的渔夫、岂可拿他当货物
诗 6: 4 ~救我．因你的慈爱拯救我。
 7: 2 裂我、甚至撕碎、无人~救。
11: 2 把箭~在弦上、要在暗中射那

21:12 逃跑、向他们的脸~箭在弦。
22: 8 华既喜悦他、可以~救他吧。
25:20 ~救我、使我不至羞愧、因为
31: 1 不羞愧、凭你的公义~救我。
34: 7 他的人四围安营、~救他们。
40:13 求你开恩~救我．耶和华阿、
40:17 ~救我的．　神阿、求你不要
41: 1 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救他。
50:15 我必~救你．你也要荣耀我。
50:22 得我把你们撕碎、无人~救。
69:14 求你~救我出离淤泥、不叫我
70: 1 求你快快~救我．耶和华阿、
70: 5 ~救我的．耶和华阿、求你不
71: 2 求你凭你的公义~救我、救拔
71:11 捉拿他吧．因为没有人~救。
72:12 他要~救、没有人帮助的困苦
72:12 帮助的困苦人、他也要~救。
78:60 就是他在人间所~的帐棚．
79: 9 ~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
81: 7 我就~救你．我在雷的隐密处
91:14 我就要~救他．因为他知道我
91:15 在．我要~救他、使他尊贵。
97:10 命、~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
104:17 雀鸟在其上~窝。至于鹤、松
106:43 他屡次~救他们、他们却设谋
107: 6 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救他们．
109:21 你的慈爱美好、求你~救我．
119:153 ~救我．因我不忘记你的律法
119:170到你面前、照你的话~救我。
赛13:20 亚拉伯人也不在那里支~帐棚
耶 6: 3 在他周围支~帐棚、各在自己
10:20 无人再支~我的帐棚、挂起我
15:20 ~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
15:21 我必~救你脱离恶人的手、救
22:23 这住利巴嫩在香柏树上~窝的
39:18 我定要~救你．你不至倒在刀
43:10 他必将光华的宝帐支~在其上
48:28 里、像鸽子在深渊口上~窝。
49:16 你虽如大鹰高高~窝、我却从
结12: 6 要当他们眼前~在肩头上带出
12: 7 就当他们眼前~在肩头上带出
12:12 的时候将物件~在肩头上带出

16: 8 便用衣襟~在你身上、遮盖你
31: 6 都在枝子上~窝．田野的走兽
但 6:27 ~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
何 5:14 而去、我要夺去、无人~救。
俄 1: 4 在星宿之间~窝、我必从那里
拿 4: 5 在那里为自己~了一座棚、坐
弥 5: 8 过就必践踏撕裂、无人~救。
哈 2: 9 在高处~窝、指望免灾的有祸
太17: 4 我就在这里~三座棚、一座为
21: 7 把自己的衣服~在上面、耶稣
可 9: 5 可以~三座棚、一座为你、一
11: 7 把自己的衣服~在上面、耶稣
路 9:33 可以~三座棚、一座为你、一
19:35 把自己的衣服~在上面、扶着
徒 7:25 明白　神是借他的手~救他们
17: 5 ~伙成群、耸动合城的人、闯

林前12:24 但　神配~这身子、把加倍的
林后 6: 2 我~救了你。』看哪、现在正
来 2:18 受苦、就能~救被试探的人。
彼后 2: 7 只~救了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

 2: 9 主知道~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
犹 1:23 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救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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