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聲 聖經(104次)

新約(44次)
福音書(19)
歷史書(9)
保羅書信(0)

馬太福音(3) 馬可福音(5) 路加福音(8) 約翰福音(3)
使徒行傳(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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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律法書(9)
歷史書(25)

預言書(15)

約書亞記(2) 士師記(1)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4) 撒母耳記下(3) 列王記上(3) 列王記下(1) 歷代
志上(1) 歷代志下(3) 以斯拉記(5) 尼希米記(2) 以斯帖記(0)

創世紀(1) 出埃及記(0) 利未記(0) 民數記(7) 申命記(1)
舊約(60次)

以賽亞書(4) 耶利米書(6)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3) 但以理書(3)
小先知書(5) 何西阿書(1) 約珥書(1) 阿摩司書(0)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2)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1)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16)
詩歌智慧書(5) 約伯記(0) 詩篇(3) 箴言(2) 傳道書(0) 雅歌(0)

創39:14 要與我同寢、我就~喊叫．
民10: 5 吹出~的時候、東邊安的營都
10: 6 二次吹出~的時候、南邊安的
10: 6 起行、他們將起行必吹出~。
10: 7 你們要吹號、卻不要吹出~。
10: 9 就要用號吹出~、便在耶和華
14: 1 當下全會眾~喧嚷、那夜百姓
31: 6 聖所的器皿、和吹~的號筒。
申 5:22 ~曉諭你們全會眾的、此外並
書 6: 5 眾百姓要~呼喊、城牆就必塌
 6:20 便~呼喊、城牆就塌陷、百姓
士 9: 7 向眾人~喊叫、說、示劍人哪
撒上 4: 5 以色列眾人就~歡呼、地便震

 4: 6 在希伯來人營裏~歡呼、是甚
10:24 眾民就~歡呼說、願王萬歲。
28:12 就~呼叫、對掃羅說、你是掃

撒下18:25 守望的人就~告訴王。王說、
18:29 那時僕人聽見眾民~喧嘩、卻
19: 4 ~哭號、說、我兒押沙龍阿、

王上 8:55 ~為以色列全會眾祝福、說、
18:27 ~求告吧．因為他是神、他或
18:28 他們~求告、按著他們的規矩

王下18:28 用猶大言語~喊著說、你們當
代上15:16 鈸作樂、歡歡喜喜地~歌頌。
代下13:12 拿號向你們吹出~。以色列人

15:14 他們就~歡呼、吹號吹角、向
32:18 向耶路撒冷城上的民~呼叫、
拉 3:11 眾民~呼喊、因耶和華殿的根
 3:12 便~哭號．也有許多人大聲歡
 3:12 聲哭號．也有許多人~歡呼．
 3:13 因為眾人~呼喊、聲音聽到遠
10:12 會眾都~回答說、我們必照著
尼 9: 4 ~哀求耶和華他們的　神。
12:42 歌唱的就~歌唱、伊斯拉希雅
詩81: 1 們當向　神我們的力量~歡呼
98: 4 歡樂．要發起~、歡呼歌頌。
132:16 祭司披上救恩、聖民~歡呼。
箴 8: 3 在城門口、在城門洞、~說、
27:14 ~給朋友祝福的、就算是咒詛
賽29: 6 ~、旋風、暴風、並吞滅的火
36:13 ~喊著說、你們當聽亞述大王
42:13 ~吶喊、要用大力攻擊仇敵。

58: 1 你要~喊叫、不可止息、揚起
耶 2:15 ~吼叫、使他的地荒涼、城邑
 4: 8 ~哀號．因為耶和華的烈怒、
 4:16 到、向猶大的城邑、~吶喊。
12: 6 他們也在你後邊~喊叫．雖向
25:30 向自己的羊群~吼叫、他要向
51:55 使其中的~滅絕．仇敵彷彿眾
結 8:18 他們雖向我耳中~呼求、我還
 9: 1 他向我耳中~喊叫說、要使那
11:13 ~呼叫說、哎、主耶和華阿、
但 3: 4 ~呼叫說、各方、各國、各族
 4:14 ~呼叫說、伐倒這樹、砍下枝
 5: 7 ~吩咐將用法術的、和迦勒底
何 5: 8 在伯亞文吹出~、說、便雅憫
珥 2: 1 在我聖山吹出~．國中的居民
彌 1: 8 因此我必~哀號、赤腳露體而
 4: 9 現在你為何~哭號呢．疼痛抓
亞 4: 7 人且~歡呼、說、願恩惠恩惠
太24:31 用號筒的~、將他的選民、從
27:46 耶穌~喊著說、以利、以利、
27:50 耶穌又~喊叫、氣就斷了。
可 1:26 一陣瘋、~喊叫、就出來了。
 5: 7 ~呼叫說、至高　神的兒子耶
10:48 他卻越發~喊著說、大衛的子
15:34 耶穌~喊著說、以羅伊、以羅
15:37 耶穌~喊叫、氣就斷了。
路 4:33 污鬼的精氣附著、~喊叫說、
 8: 8 就~說、有耳可聽的、就應當
 8:28 ~喊叫、說、至高　神的兒子
11:27 有一個女人~說、懷你胎的和
17:15 了、就回來~歸榮耀與　神．
19:37 都歡樂起來、~讚美　神、
23:23 他們~催逼彼拉多、求他把耶
23:46 耶穌~喊著說、父阿、我將我
約 7:28 ~說、你們也知道我、也知道
11:43 就~呼叫說、拉撒路出來。
12:44 耶穌~說、信我的、不是信我
徒 7:57 眾人~喊叫、摀著耳朵、齊心
 7:60 又跪下~喊著說、主阿、不要
 8: 7 那些鬼~呼叫、從他們身上出
14:10 就~說、你起來、兩腳站直。
14:11 ~說、有　神藉著人形、降臨

16:28 保羅~呼叫說、不要傷害自己
23: 6 就在公會中~說、弟兄們、我
24:21 就是我站在他們中間~說、我
26:24 非斯都~說、保羅、你癲狂了
來 5: 7 既~哀哭、流淚禱告懇求那能
啟 5: 2 ~宣傳說、有誰配展開那書卷
 5:12 ~說、曾被殺的羔羊、是配得
 6:10 ~喊著說、聖潔真實的主阿、
 7: 2 和海的四位天使、~喊著說、
 7:10 ~喊著說、願救恩歸與坐在寶
 8: 5 隨有雷轟、~、閃電、地震。
 8:13 並聽見他~說、三位天使要吹
10: 3 ~呼喊、好像獅子吼叫、呼喊
14: 7 他~說、應當敬畏　神、將榮
14: 9 ~說、若有人拜獸和獸像、在
14:15 向那坐在雲上的~喊著說、伸
14:18 向拿著快鐮刀的~喊著說、伸
18: 2 他~喊著說、巴比倫大城傾倒
19: 1 我聽見好像群眾在天上~說、
19:17 ~喊著說、你們聚集來赴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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