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声 圣经(104次)

新约(44次)
福音书(19)
历史书(9)
保罗书信(0)

马太福音(3) 马可福音(5) 路加福音(8) 约翰福音(3)
使徒行传(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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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声 dà shē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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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律法书(9)
历史书(25)

预言书(15)

约书亚记(2) 士师记(1)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4) 撒母耳记下(3) 列王记上(3) 列王记下(1) 历代
志上(1) 历代志下(3) 以斯拉记(5) 尼希米记(2) 以斯帖记(0)

创世纪(1) 出埃及记(0) 利未记(0) 民数记(7) 申命记(1)
旧约(60次)

以赛亚书(4) 耶利米书(6)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3) 但以理书(3)
小先知书(5) 何西阿书(1) 约珥书(1) 阿摩司书(0)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2)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1)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16)
诗歌智慧书(5) 约伯记(0) 诗篇(3) 箴言(2) 传道书(0) 雅歌(0)

创39:14 要与我同寝、我就~喊叫．
民10: 5 吹出~的时候、东边安的营都
10: 6 二次吹出~的时候、南边安的
10: 6 起行、他们将起行必吹出~。
10: 7 你们要吹号、却不要吹出~。
10: 9 就要用号吹出~、便在耶和华
14: 1 当下全会众~喧嚷、那夜百姓
31: 6 圣所的器皿、和吹~的号筒。
申 5:22 ~晓谕你们全会众的、此外并
书 6: 5 众百姓要~呼喊、城墙就必塌
 6:20 便~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
士 9: 7 向众人~喊叫、说、示剑人哪
撒上 4: 5 以色列众人就~欢呼、地便震

 4: 6 在希伯来人营里~欢呼、是什
10:24 众民就~欢呼说、愿王万岁。
28:12 就~呼叫、对扫罗说、你是扫

撒下18:25 守望的人就~告诉王。王说、
18:29 那时仆人听见众民~喧哗、却
19: 4 ~哭号、说、我儿押沙龙阿、

王上 8:55 ~为以色列全会众祝福、说、
18:27 ~求告吧．因为他是神、他或
18:28 他们~求告、按着他们的规矩

王下18:28 用犹大言语~喊着说、你们当
代上15:16 钹作乐、欢欢喜喜地~歌颂。
代下13:12 拿号向你们吹出~。以色列人

15:14 他们就~欢呼、吹号吹角、向
32:18 向耶路撒冷城上的民~呼叫、
拉 3:11 众民~呼喊、因耶和华殿的根
 3:12 便~哭号．也有许多人大声欢
 3:12 声哭号．也有许多人~欢呼．
 3:13 因为众人~呼喊、声音听到远
10:12 会众都~回答说、我们必照着
尼 9: 4 ~哀求耶和华他们的　神。
12:42 歌唱的就~歌唱、伊斯拉希雅
诗81: 1 们当向　神我们的力量~欢呼
98: 4 欢乐．要发起~、欢呼歌颂。
132:16 祭司披上救恩、圣民~欢呼。
箴 8: 3 在城门口、在城门洞、~说、
27:14 ~给朋友祝福的、就算是咒诅
赛29: 6 ~、旋风、暴风、并吞灭的火
36:13 ~喊着说、你们当听亚述大王
42:13 ~呐喊、要用大力攻击仇敌。

58: 1 你要~喊叫、不可止息、扬起
耶 2:15 ~吼叫、使他的地荒凉、城邑
 4: 8 ~哀号．因为耶和华的烈怒、
 4:16 到、向犹大的城邑、~呐喊。
12: 6 他们也在你后边~喊叫．虽向
25:30 向自己的羊群~吼叫、他要向
51:55 使其中的~灭绝．仇敌仿佛众
结 8:18 他们虽向我耳中~呼求、我还
 9: 1 他向我耳中~喊叫说、要使那
11:13 ~呼叫说、哎、主耶和华阿、
但 3: 4 ~呼叫说、各方、各国、各族
 4:14 ~呼叫说、伐倒这树、砍下枝
 5: 7 ~吩咐将用法术的、和迦勒底
何 5: 8 在伯亚文吹出~、说、便雅悯
珥 2: 1 在我圣山吹出~．国中的居民
弥 1: 8 因此我必~哀号、赤脚露体而
 4: 9 现在你为何~哭号呢．疼痛抓
亚 4: 7 人且~欢呼、说、愿恩惠恩惠
太24:31 用号筒的~、将他的选民、从
27:46 耶稣~喊着说、以利、以利、
27:50 耶稣又~喊叫、气就断了。
可 1:26 一阵疯、~喊叫、就出来了。
 5: 7 ~呼叫说、至高　神的儿子耶
10:48 他却越发~喊着说、大卫的子
15:34 耶稣~喊着说、以罗伊、以罗
15:37 耶稣~喊叫、气就断了。
路 4:33 污鬼的精气附着、~喊叫说、
 8: 8 就~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
 8:28 ~喊叫、说、至高　神的儿子
11:27 有一个女人~说、怀你胎的和
17:15 了、就回来~归荣耀与　神．
19:37 都欢乐起来、~赞美　神、
23:23 他们~催逼彼拉多、求他把耶
23:46 耶稣~喊着说、父阿、我将我
约 7:28 ~说、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
11:43 就~呼叫说、拉撒路出来。
12:44 耶稣~说、信我的、不是信我
徒 7:57 众人~喊叫、摀着耳朵、齐心
 7:60 又跪下~喊着说、主阿、不要
 8: 7 那些鬼~呼叫、从他们身上出
14:10 就~说、你起来、两脚站直。
14:11 ~说、有　神借着人形、降临

16:28 保罗~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
23: 6 就在公会中~说、弟兄们、我
24:21 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说、我
26:24 非斯都~说、保罗、你癫狂了
来 5: 7 既~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
启 5: 2 ~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
 5:12 ~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
 6:10 ~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阿、
 7: 2 和海的四位天使、~喊着说、
 7:10 ~喊着说、愿救恩归与坐在宝
 8: 5 随有雷轰、~、闪电、地震。
 8:13 并听见他~说、三位天使要吹
10: 3 ~呼喊、好像狮子吼叫、呼喊
14: 7 他~说、应当敬畏　神、将荣
14: 9 ~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
14:15 向那坐在云上的~喊着说、伸
14:18 向拿着快镰刀的~喊着说、伸
18: 2 他~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
19: 1 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说、
19:17 ~喊着说、你们聚集来赴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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