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搭 聖經(106次)

新約(14次)
福音書(6)
歷史書(2)
保羅書信(2)

馬太福音(2) 馬可福音(2) 路加福音(2)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2)
羅馬書(0) 哥林多前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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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 dā

普通書信(4) 希伯來書(1) 雅各書(0) 彼得前書(0) 彼得後書(2) 約翰壹書(0)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0) 猶大
書(1)
啟示錄(0)

律法書(21)
歷史書(13)

預言書(0)

約書亞記(0) 士師記(3)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0) 撒母耳記下(3) 列王記上(1) 列王記下(0) 歷代
志上(2) 歷代志下(1)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3) 以斯帖記(0)

創世紀(12) 出埃及記(4) 利未記(0) 民數記(3) 申命記(2)
舊約(92次)

以賽亞書(1) 耶利米書(9)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5) 但以理書(1)
小先知書(5) 何西阿書(1) 約珥書(0) 阿摩司書(0) 俄巴底亞書(1) 約拿書(1) 彌迦書(1)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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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約伯記(5) 詩篇(32) 箴言(0) 傳道書(0) 雅歌(0)

創 9:23 拿件衣服~在肩上、倒退著進
12: 8 支~帳棚．西邊是伯特利、東
13: 3 就是從前支~帳棚的地方、
21:14 ~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給
26:17 在基拉耳谷支~帳棚、住在那
26:25 並且支~帳棚．他的僕人便在
31:25 雅各在山上支~帳棚．拉班和
31:25 兄、也在基列山上支~帳棚。
33:17 又為牲畜~棚．因此那地方名
33:18 的示劍城、在城東支~帳棚。
35:21 往、在以得臺那邊支~帳棚。
48:14 又剪~過左手來、按在瑪拿西
出18: 8 並耶和華怎樣~救他們、都述
28:14 把這擰成的鍊子~在二槽上。
33: 7 摩西素常將帳棚支~在營外、
40:19 在帳幕以上~罩棚、把罩棚的
民 1:51 將支~的時候、利未人要豎起
 1:52 以色列人支~帳棚、要照他們
21:13 在摩押和亞摩利人~界的地方
申28:29 遭遇欺壓、搶奪、無人~救。
28:31 你的羊歸了仇敵、無人~救。
士 4:11 撒拿音的橡樹旁、支~帳棚。
18:28 並無人~救、因為離西頓遠、
19:27 在房門前、兩手~在門檻上。

撒下 6:17 就是在大衛所~的帳幕裏．大
16:22 支~帳棚．押沙龍在以色列眾
21:10 在磐石上~棚、從動手收割的

王上19:19 將自己的外衣~在他身上．
代上15: 1 的約櫃預備地方、支~帳幕。

16: 1 安放在大衛所~的帳幕裏、就
代下 1: 4 在耶路撒冷為約櫃支~了帳幕
尼 8:15 枝子取來、照著所寫的~棚。
 8:16 或以法蓮門的寬闊處~棚。
 8:17 擄到之地歸回的全會眾就~棚
伯 5: 4 在城門口被壓、並無人~救。
22:30 　神且要~救他．他因你手中
27:18 作窩、又如守望者所~的棚。
39:27 在高處~窩、豈是聽你的吩咐
41: 6 ~夥的漁夫、豈可拿他當貨物
詩 6: 4 ~救我．因你的慈愛拯救我。
 7: 2 裂我、甚至撕碎、無人~救。
11: 2 把箭~在弦上、要在暗中射那

21:12 逃跑、向他們的臉~箭在弦。
22: 8 華既喜悅他、可以~救他吧。
25:20 ~救我、使我不至羞愧、因為
31: 1 不羞愧、憑你的公義~救我。
34: 7 他的人四圍安營、~救他們。
40:13 求你開恩~救我．耶和華阿、
40:17 ~救我的．　神阿、求你不要
41: 1 難的日子、耶和華必~救他。
50:15 我必~救你．你也要榮耀我。
50:22 得我把你們撕碎、無人~救。
69:14 求你~救我出離淤泥、不叫我
70: 1 求你快快~救我．耶和華阿、
70: 5 ~救我的．耶和華阿、求你不
71: 2 求你憑你的公義~救我、救拔
71:11 捉拿他吧．因為沒有人~救。
72:12 他要~救、沒有人幫助的困苦
72:12 幫助的困苦人、他也要~救。
78:60 就是他在人間所~的帳棚．
79: 9 ~救我們、赦免我們的罪。
81: 7 我就~救你．我在雷的隱密處
91:14 我就要~救他．因為他知道我
91:15 在．我要~救他、使他尊貴。
97:10 命、~救他們脫離惡人的手。
104:17 雀鳥在其上~窩。至於鶴、松
106:43 他屢次~救他們、他們卻設謀
107: 6 他從他們的禍患中~救他們．
109:21 你的慈愛美好、求你~救我．
119:153 ~救我．因我不忘記你的律法
119:170到你面前、照你的話~救我。
賽13:20 亞拉伯人也不在那裏支~帳棚
耶 6: 3 在他周圍支~帳棚、各在自己
10:20 無人再支~我的帳棚、挂起我
15:20 ~救你．這是耶和華說的。
15:21 我必~救你脫離惡人的手、救
22:23 這住利巴嫩在香柏樹上~窩的
39:18 我定要~救你．你不至倒在刀
43:10 他必將光華的寶帳支~在其上
48:28 裏、像鴿子在深淵口上~窩。
49:16 你雖如大鷹高高~窩、我卻從
結12: 6 要當他們眼前~在肩頭上帶出
12: 7 就當他們眼前~在肩頭上帶出
12:12 的時候將物件~在肩頭上帶出

16: 8 便用衣襟~在你身上、遮蓋你
31: 6 都在枝子上~窩．田野的走獸
但 6:27 ~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蹟
何 5:14 而去、我要奪去、無人~救。
俄 1: 4 在星宿之間~窩、我必從那裏
拿 4: 5 在那裏為自己~了一座棚、坐
彌 5: 8 過就必踐踏撕裂、無人~救。
哈 2: 9 在高處~窩、指望免災的有禍
太17: 4 我就在這裏~三座棚、一座為
21: 7 把自己的衣服~在上面、耶穌
可 9: 5 可以~三座棚、一座為你、一
11: 7 把自己的衣服~在上面、耶穌
路 9:33 可以~三座棚、一座為你、一
19:35 把自己的衣服~在上面、扶著
徒 7:25 明白　神是藉他的手~救他們
17: 5 ~夥成群、聳動合城的人、闖

林前12:24 但　神配~這身子、把加倍的
林後 6: 2 我~救了你。』看哪、現在正
來 2:18 受苦、就能~救被試探的人。
彼後 2: 7 只~救了那常為惡人淫行憂傷

 2: 9 主知道~救敬虔的人脫離試探
猶 1:23 你們要從火中搶出來~救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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