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底 聖經(106次)

新約(46次)
福音書(23)
歷史書(1)
保羅書信(5)

馬太福音(6) 馬可福音(5) 路加福音(6) 約翰福音(6)
使徒行傳(1)
羅馬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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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歌羅西書(0) 帖
撒羅尼迦前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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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 dǐ

普通書信(5) 希伯來書(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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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律法書(27)
歷史書(11)

預言書(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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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紀(6) 出埃及記(17) 利未記(0) 民數記(2) 申命記(2)
舊約(60次)

以賽亞書(1) 耶利米書(1)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3) 但以理書(3)
小先知書(2) 何西阿書(0) 約珥書(0) 阿摩司書(1)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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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詩歌智慧書(12) 約伯記(3) 詩篇(7) 箴言(0) 傳道書(1) 雅歌(1)

創21:15 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樹~下、
24: 2 請你把手放在我大腿~下。
24: 9 在他主人亞伯拉罕的大腿~下
35: 4 各都藏在示劍那裏的橡樹~下
35: 8 就葬在伯特利下邊橡樹~下．
47:29 請你把手放在我大腿~下、用
出20: 4 地、和地~下、水中的百物．
23:16 並在年~收藏、要守收藏節。
26:19 在這二十塊板~下、要作四十
26:21 這板~下有兩卯、那板底下也
26:21 有兩卯、那板~下也有兩卯。
26:25 這板~下有兩卯、那板底下也
26:25 有兩卯、那板~下也有兩卯。
28:33 袍子周圍~邊上、要用藍色紫
28:34 石榴、在袍子周圍的~邊上。
34:22 七節．又在年~要守收藏節。
36:24 在這二十塊板~下、又作四十
36:26 這板~下有兩卯、那板底下也
36:26 有兩卯、那板~下也有兩卯。
36:30 的銀座．每塊板~下有兩卯。
39:24 在袍子~邊上、用藍色紫色朱
39:25 釘在袍子周圍~邊上的石榴中
39:26 在袍子周圍~邊上、用以供職
民15:38 又在~邊的繸子上、釘一根藍
22:27 耶和華的使者就臥在巴蘭~下
申 4:18 的像、或地~下水中魚的像。
 5: 8 下地、和地~下水中的百物。
書 7:21 內的地裏、銀子在衣服~下。
 7:22 藏在他帳棚內、銀子在~下。
士 1: 7 在我桌子~下拾取零碎食物．
撒下14:25 從腳~到頭頂、毫無瑕疵。

14:26 每到年~剪髮一次．所剪下來
18: 9 從大橡樹密枝~下經過、他的
22:16 海~就出現、大地的根基也顯

王上 8: 6 放在兩個基路伯的翅膀~下。
13:14 遇見他坐在橡樹~下、就問他

王下18:20 你到~倚靠誰、才背叛我呢。
代下 5: 7 放在兩個基路伯的翅膀~下．
伯20:12 以惡為甘甜、藏在舌頭~下、
34:36 願約伯被試驗到~、因他回答
36:30 自己的四圍．他又遮覆海~。
詩10: 7 詐、欺壓．舌~是毒害奸惡。

18:15 海~就出現、大地的根基也顯
63: 9 滅我命的人、必往地~下去。
91: 4 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下．他
107:26 下到海~、他們的心因患難便
119:33 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
119:112律例、永遠遵行、一直到~。
傳 4: 8 到~是為誰呢．這也是虛空、
歌 3:10 轎~是用金作的、坐墊是紫色
賽36: 5 你到~倚靠誰、才背叛我呢。
耶 3: 5 存留到~麼．看哪、你又發惡
結43:13 ~座高一肘、邊寬一肘、四圍
43:14 從~座到下層磴臺、高二肘、
43:17 ~座四圍的邊、寬一肘．臺階
但 6:24 他們還沒有到坑~、獅子就抓
 7:26 去、毀壞、滅絕、一直到~。
 9:26 一直到~、荒涼的事已經定了
摩 9: 3 雖然從我眼前藏在海~、我必
拿 1: 5 約拿已下到~艙、躺臥沉睡。
太 5:15 不放在斗~下、是放在燈臺上
10:22 惟有忍耐到~的、必然得救。
11: 8 到~是要看甚麼、要看穿細軟
23:37 像母雞把小雞聚集在翅膀~下
24:13 惟有忍耐到~的、必然得救。
26:58 役同坐、要看這事到~怎樣。
可 4:21 豈是要放在斗~下、床底下、
 4:21 床~下、不放在燈臺上麼。
 4:41 這到~是誰、連風和海也聽從
 7:28 但是狗在桌子~下、也吃孩子
13:13 惟有忍耐到~的、必然得救。
路 7:25 你們出去到~是要看甚麼．要
 8:16 或放在床~下、乃是放在燈臺
 8:25 這到~是誰、他吩咐風和水、
 8:31 不要吩咐他們到無~坑裏去。
11:33 或是斗~下、總是放在燈臺上
13:34 像母雞把小雞聚集在翅膀~下
約 1:22 你到~是誰、叫我們好回覆差
 1:48 你在無花果樹~下、我就看見
 1:50 為我說在無花果樹~下看見你
 6:30 就信你．你到~作甚麼事呢。
13: 1 屬自己的人、就愛他們到~。
16:18 到~是甚麼意思呢．我們不明
徒27:17 就用纜索捆綁船~．又恐怕在

羅10: 8 他到~怎麼說呢．他說、『這
林前 1: 8 他也必堅固你們到~、叫你們
林後 1:13 我也盼望你們到~還是要認識
腓 2:10 和地~下的、因耶穌的名、無
帖前 3: 5 怕那誘惑人的到~誘惑了你們
來 3: 6 堅持到~、便是他的家了。
 3:14 堅持到~、就在基督裏有分了
 6:11 們有滿足的指望、一直到~。
 7:25 他都能拯救到~．因為他是長
11: 1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是未
啟 2:26 那得勝又遵守我命令到~的、
 5: 3 地~下、沒有能展開能觀看那
 5:13 地~下、滄海裏、和天地間一
 6: 9 我看見在祭壇~下、有為　神
 9: 1 上．有無~坑的鑰匙賜給他。
 9: 2 他開了無~坑、便有煙從坑裏
 9:11 有無~坑的使者作他們的王．
11: 7 那從無~坑裏上來的獸、必與
17: 8 將要從無~坑裏上來、又要歸
20: 1 手裏拿著無~坑的鑰匙、和一
20: 3 扔在無~坑裏、將無底坑關閉
20: 3 將無~坑關閉、用印封上、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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